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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乐木格 希力木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
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
帜。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即是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一
部不断推进理论总结、进行理论创新
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
克 思 主 义 指 导 下 ，弘 扬 伟 大 建 党 精
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
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
的史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
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们要坚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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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篇章。

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
上的伟大革命，它不仅为全世界无产
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光明道路，
而且为各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锐利的
思想武器。“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
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
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
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
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
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
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乃至在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上具有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
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马克
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
生。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
了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
政 治 力 量 不 可 能 完 成 的 艰 巨 任 务 ，

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辉
煌 成 就 ，就 在 于 始 终 把 马 克 思 主 义
这 一 科 学 理 论 作 为 行 动 指 南 ，始 终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武 装 全 党 ，使 全 党 始 终 保 持 统 一 的
思 想、坚 定 的 意 志、协 调 的 行 动、强
大的战斗力。

实践证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是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
章的理论保障。马克思主义是党和人
民事业不断发展之根本，背离或放弃
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
失方向。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旗帜
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巨轮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
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必须长
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理论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
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
的胜利，根本原因在于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
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
守正创新相统一，从中国实际出发，洞
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
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
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
了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用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找到了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依据不
同时期的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
在回答不同时代背景的社会问题、揭
示不同时期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不
断发展着的理论体系。谱写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篇章，必须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新的征程上，我们要面对世情、国
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必须立足中国实
际，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
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深入总结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创新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植根于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坚
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相统一，在指
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真
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在当代中
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在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中培育了中华
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与中国
特有的历史和实践相伴相随，也随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
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
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
以及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
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基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成为了拥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比如，中国哲
学思想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法
思想，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唯物论，
学思结合、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的认识论，水能载舟、亦
能覆舟的民本思想，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价值观，都体现着古代的治
国智慧，这些思想理念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厚滋养。

实践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古代大量鸿
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
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
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
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
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
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
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
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
提供有益启发。新的征程上，我们要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华五
千年文明的精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让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日益
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
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
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
向真理的道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
实践不断作出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
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也将不断丰富和完善。新的征程
上，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
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把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
前进。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
学院）

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核心提示】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沿着正确的
航向前行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际，深入总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华五
千年文明的精华，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绽放出更耀眼的
光芒

□赵俊华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
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
所系、命运所系。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是 历 史 和
人民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了中
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
华民族的一大幸事。”“没有中国共产
党，哪有社会主义中国？哪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
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
继进行道路的探索与方案的尝试，但
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
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
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
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
过艰苦卓绝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
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
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了压在中
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
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了近
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一盘
散沙的悲惨命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确立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建
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
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共产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

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
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了来
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
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大
踏步赶上了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
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
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任
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
揽全局、锐意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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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
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
要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保证
还是党的领导。

“两个大局”是对我国发展历史方
位和世界坐标的精准定位。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
发展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初
心使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

的是中国共产党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博
大的全球胸襟。放眼世界，随着科学
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一大批新兴经
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经
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以西方为中心
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外部环境，为中国
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并提升国际影响
力和话语权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世界经济发展、国
际格局演变和完善提供了重要动能。

“世界之于中国”和“中国之于世界”交
相辉映，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发展面
临的时代背景。

新发展阶段是实现了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的发展阶段，是我们当前的战略
支点，新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环境
和新的发展难度。一方面，今后一个
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
环境。国际秩序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必然涉及国际权力、利益和规则的
再分配再调整，其间必然充满矛盾、分
歧和斗争，进而给世界带来诸多不确
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新冠肺炎疫情全
球大流行的影响和后果广泛深远，经
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民粹主义、单边主
义、霸权主义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
成威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另一
方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
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
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要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保证是坚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决定着举
旗定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
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
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
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
义，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党的领导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坚持党的领
导，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色、
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我国
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显著
优势，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首要的、
起决定性作用的，离开党的领导，其他
方面的制度优势都无法真正转化为治
理效能。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
要义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
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
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
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
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
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
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
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
后果。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最大的政
治要求和最高原则，是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要
义。站在新发展阶段，面对复杂形势
和艰巨任务，我们要深刻把握“国之大
者”，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毫不动摇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
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落实见
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保证
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保持战略定
力，坚定必胜信念，增强行动自觉，从
而形成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的磅礴力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谱写新篇章。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政治学教
研部）

【核心提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最根本的保证还是党的领导

●站在新发展阶段，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我们要深刻
把握“国之大者”，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诠释

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郭晨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
讲话中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
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
斗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实干
精神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秉持初心使命、不断奋勇前进的
伟大胜利。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小康”一
词最早源自于《诗经·大雅·民劳》中
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表达了先
民们对安定生活的渴望。新中国成
立后，邓小平同志最早把“小康”的概
念引用到政治领域，诠释中国式的现
代化，提出“到 20 世纪末，我国要总
体达到小康”。至此，“小康”就引申
为中国广大人民所享有的介于温饱
和 富 裕 之 间 的 比 较 殷 实 的 生 活 状
态。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
力下，人民生活在 20 世纪末总体上
达到小康水平。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首次提
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全面建设”只是过程，“全面建成”才
是结果。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这个奋斗
目标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
跑，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
效。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对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承诺，在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持续奋斗下，我们
党兑现了承诺，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
前迈出新的一大步。

驰而不息，攻坚克难。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使 7
亿多农村人口摆脱贫困，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
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为全球减贫事业
作出了重大贡献。2013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首次创造性提
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强调要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
准扶贫”，标志着我国扶贫方式的重

大转变。伴随着精准扶贫的贯彻实
施，我国扶贫攻坚事业不断取得新突
破，稳步向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和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迈 进 。 到 2020 年
底，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彻底
解决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问
题，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
利。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在迎来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刻，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
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面对贫困这个
人类社会的顽疾，党和人民披荆斩
棘、栉风沐雨，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
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困
难群众，党和国家格外关注、格外关
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
忧解难，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
心上，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
户。这是前所未有的，是中国历史上
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做到的。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2021 年
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国开
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进入了新发展阶段。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精辟概括和提出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根本要
求，并向全体党员发出号召，鼓舞和
激励全党同志乘势而上、再接再厉、
接续奋斗，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为党
和人民建功立业。

回首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的完美
答卷。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立志于
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
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
定能够实现！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
峻、工作更伟大。新的征程上，锚定
伟大目标，坚持求真务实，发扬钉钉
子精神狠抓落实，蹄疾步稳奋勇前
进，我们一定能够创造让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锚定伟大目标 创造更大奇迹

□赛音朝克图 缪国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在全党、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引
发热烈反响。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刻
领会其中蕴含的思想真理，深切感受
其中传递的历史温度，深入感悟其中
释放的奋进力量。

提纲挈领，用真理启迪思想。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历史方位发生的
新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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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回答了坚持和发展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
题，清晰规划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指导，是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以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理论逻辑发
展所形成的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
会生活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生动
描绘了我们党历经百年风华正茂的
恢弘史诗，郑重表达了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信心，深
刻诠释了传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
政治品格，鲜明发出了踏上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之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号召，系统阐释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
逻辑、本质特征、重要地位和世界意
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引推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纲领性文献。

以史为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
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成就，表达了对为中国革命、
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
固、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
家，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
牲的革命先烈，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以及近代以来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的深切
怀念。“四个伟大成就”和“四个深切
怀念”更加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的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伟大
历史贡献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
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其中提到的
历史事件、先驱先烈，总结的历史经
验、信仰精神，是我们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最为生动的教材。全党和全国
上下，都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不断走向深入，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赓续百年红色血脉，切实把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和精神
财富转化为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开 创 未 来 ，在 新 征 程 上 奋 勇 前
进。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
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进。这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说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到”的政
党，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正确的。

“九个必须”行动纲领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世界作
出的一次政治宣言：中国共产党将始
终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
心，中国共产党将始终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将继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将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持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中国共产党将不断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传承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力量，中
国共产党将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
要位置，中国共产党将始终保持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感悟思想伟力 激发奋进力量

■实践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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