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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血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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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6 月 21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弘扬

“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署名文章，
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并将其内
涵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
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2017 年 10
月 31 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
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赴上
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
红船，再次阐述“红船精神”，强调要结合
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
精神”永放光芒。“红船精神”是伟大建党
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
汇的关键节点，进一步深入把握“红船精
神”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
要的时代价值。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
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
程。一叶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一百年前承载着民族希望
的小小红船，如今已经变成承载着 14 亿多
中国人民希望的巍巍巨轮。毛泽东同志

曾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进一步强调：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
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
展的趋势和格局。”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从建党之初只有 50 多名党
员，成长为今天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的世
界第一大执政党；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三
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
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
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从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
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大踏步赶上时代，到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虽历经跌宕起伏
的生死考验和流血牺牲的残酷洗礼，但一
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大力践

行、传承和弘扬“红船精神”，推动革命、建
设和改革伟大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没有哪
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
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
此多的惨烈牺牲。”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
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
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
丰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充分证明，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艰难险阻中孕育成
长，在生死考验中发展壮大，在惨烈牺牲
中砥砺前行，就是凭着这股革命加拼命的
强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不断发展、蒸蒸
日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

坚定不移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永远把“红船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
大。红船劈波行，精神聚人心。穿越百年
时空的“红船精神”早已深深融入我们党、
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立
党兴党强党的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
性变革，又要清醒看到我国发展环境面临
深刻复杂变化。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形势

任务容不得我们意满志得，更容不得我们有
丝毫懈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
必须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发扬老一
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大力弘扬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尽管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
代主题，但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
革期。尽管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拥有继续发展
的许多优势和条件，但同时我国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继续向前发展，
面临更多难以预料的挑战和矛盾，没有现
成经验可资借鉴。只有敢于突破前人、突
破常规、突破封锁，厚植勇于进取、勇于创
新、勇于创造的思想理念，才能不断开辟
共产党人新的天地。我们要结合新的时
代特点，大力弘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长
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
精神懈怠的心态。一方面，我们要坚定马
克思主义信仰，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懈
奋斗。另一方面，要拿出共产党人攻坚克
难的锐气和斗志，坚持问题导向，敢于动真
碰硬，敢于担当作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
代特点，大力弘扬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
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
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
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员干部必须
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正
干出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政绩。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
神永恒。”“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精神、
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是激励我们党顽强
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是我们
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
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坚强精神支撑，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
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必须从根本上把握

“红船精神”的实质与核心，在新的实践中
继承和弘扬“红船精神”，让“红船精神”在
新时代永放光芒。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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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红船精神”

【基层声音

】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开幕。参加会
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
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
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
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
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
席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 50 多名党
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
繁忙未出席会议。

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
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
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党的一大
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
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

“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
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
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
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

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
标 ，坚 持 用 革 命 的 手 段 实 现 这 个 目
标。党的一大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
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以陈
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

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
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
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
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
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
产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
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
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
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
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
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
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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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代代相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间：1921 年 7 月 23 日召开
地点：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
成果：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
选举产生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
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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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
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
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见习记者 白静

“红船是走在时代前列的象征，中国
共产党沿着红船的航向，以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始终站在历史和时
代发展的潮头。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

‘红船精神’激励着我要锤炼锐意改革的
勇气、增强敢于争先的胆识。在工作中
我们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党建工作的
出发点，积极创新党建工作新思路、新方
法、新机制，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拓展“党
建+”的工作模式。通过党建工作来进一
步提升、规范、加强各项工作，让‘党建+
安全’‘党建+优服’‘党建+创新’工作切
实取得成效。”呼和浩特市供电局党委组
织处何欣说。

“100 年前承载着民族希望的小小红
船，如今已经成为承载着 14 亿多中国人民
希望的巨轮。作为新时代的一名中国共产
党员，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呼伦贝
尔农垦集团苏沁农牧场公司科员吴振华
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
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0 年来，这种力量
已经成为每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信
仰。基层工作任务繁重，条件艰苦，作为一
名扎根在基层工作的干部，‘红船精神’给
予我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撑，鞭策
我勇于面对工作中的种种新挑战。我将通
过不懈的努力奋斗提升各项工作本领，更
好地服务农牧民群众，不负青春、不负韶
华、不负时代，在草原上书写最美的青春奋
斗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未来属于青年,希
望寄予青年。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深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红船精神’鼓舞着我
要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始终把党
的教育方针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刚入职时，我所带的
班级有许多学生的家长为外来务工人员，
文化水平较低，为了深入了解学生们的情
况，我坚持每周家访，虽然舍弃了自己的休
息时间，却以心交心，得到家长们的信任，
也为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打下良好的基
础。我将永远保持对孩子的爱心和耐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六小学教
师白雪说。

中共一大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引领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波澜壮阔

的光辉历程。“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昭示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激励内蒙古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新时代、接续奋斗新征程。

“红船精神”鼓舞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