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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党在百年奋斗中探索
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正
确道路

《决议》 指出：“方向决
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党
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
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
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
道。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
们，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
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是党
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
奋斗、敢于牺牲、接续创造，
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这条
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
文明的中华民族遭遇了文
明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呈
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
败凋零的景象。 无数仁人
志士不屈不挠、 前赴后继
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十月革
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
分子从中看到了解决中国
问题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应
运而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开始，处在幼年时期的党
并没有认识到走自己道路
的重要性。 大革命的失败，
多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
明“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
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沉痛代
价。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
结经验教训、深化对国情的
认识， 找到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
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建立起人民当家作
主的新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时期，党在寻找正确道路中
有成功经验，也经历了艰辛
和曲折。 在社会主义革命过
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
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确立
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在不

长的时间里，我们就建立起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
制出“两弹一星”，中国成为
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
国。 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
有找到一条完全符合中国
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
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的探索，为我们继续探索
新路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
了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
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果断作出把党和
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
历史性决策。 邓小平同志明
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
移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向 21 世纪。 以胡锦涛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 根据新的发展要求，
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
这条正确道路上，人民生活
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
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
性跨越。 中华民族大踏步赶
上时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新
方位、时代新变化、实践新
要求，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作出新的重大判断，科学回
答了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
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坚持和完善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新
时代，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
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 我们如期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踏上了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

从党的百年奋斗史可
以看到，找到一条符合中国
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多么不
容易。 我们要联系党的百年
奋斗史，深刻认识走符合中
国国情正确道路的极端重
要性，倍加珍惜党和人民历
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
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不断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传承中华文明， 具有深厚历
史底蕴

《决议》指出：“脚踏中华
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
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
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
台， 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
底蕴， 具有无比强大的前
进定力。 ”我们不但要从党
的百年奋斗史中认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也要
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历史
文化的广阔视野中来把握这
条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观
察和认识中国， 历史和现实
都要看”。只有全面把握中国
的历史和现实， 才能深刻认
识和理解中国国情。 历史是
现实的根源， 只有了解一个
国家从哪里来， 才能弄懂这
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
不是那样， 搞清楚这个国家
未来会往哪里去。 毛泽东同
志在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

路和理论时， 首先从中华民
族的历史讲起。在《中国革命
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专
门用一章来讲中华民族，说
明了中华民族的地域 、人
口、历史文化和民族特点等
情况， 然后通过回顾中国
各个历史时期， 分析各种
社会矛盾， 阐明了中国革
命的对象、任务 、动力 、性
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内容 ，
使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更加
具有历史穿透力、 理论说服
力、民族凝聚力。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理解也需要这样来加以
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它植根于中
华文化沃土、 反映中国人民
意愿、 适应时代发展进步要
求，是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
伟大实践中得来的， 是在新
中国成立 70 多年的持续探
索中得来的， 是在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100 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
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
盛 18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
来的，是在对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
唯一一个绵延 5000 多年至
今未曾中断的文明， 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 为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丰厚滋
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志气
的民族。近代以来，为了探求
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 中国
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
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
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
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
倾， 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
雄气概。在历史长河中，中华
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
优秀传统文化， 这是中华民
族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指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
代化新道路， 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着重要求树立大历史观；等
等。 这些都是在讲我们要从
中华文明的高度、广度、深度
上， 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条道路的深厚历史
底蕴和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
千年文明， 哪里有什么中国
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
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要
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
明中的精华， 把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结合起来， 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
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
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
量， 是我们走这条道路无比
自信的基础。 我们要增强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
信和底气。我们所以把“坚持
中国道路” 作为党百年奋斗
的宝贵经验， 一个重要道理
就在这里。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 为把我国建设
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
奋斗

方向已经明确， 道路已
经开通。 我们现在正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大步行进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决议》强
调：“只要我们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
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一定
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

（下转 02 版）

“� �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
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形成了十条宝贵经验，其中一条就是‘坚持中国道路’。 道路问题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

业兴衰成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被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沿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