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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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月 12日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集体学习（扩大）报告会的形式，邀请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围绕“中国共产

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作专题报告。谢春涛副校长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

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四个阶段，回顾了我们党“守初心、担使命”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从执政理念、治国方略等方面讲述了我们党

创造一个个奇迹的成功实践，解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重大问题。现将谢春涛副校长的报告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调研，当
场就总结出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沂蒙精神。
当年就是因为共产党八路军爱老百姓，老百姓
才支持共产党八路军的。

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的常委见面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就是说人民希望我们做什么我

们就做什么。他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
之路展览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讲出了全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全面小康是13
亿多人的小康，一个人都不能落下。到2020年
在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要全面脱贫，当
时我国有9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这是多重的
任务啊！这几年每年脱贫1000多万，这不仅在
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大
事。现在，社会保障水平越来越高，广大群众有
了更多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全面深化改革，打破过去的利益固化和制度
“藩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力
度之大、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公车制度改
革，让很多领导干部失去了专车。对央企高管限
薪、降薪，取消职务消费，都触及了一些人的利
益。还有高考制度改革，过去特长生加分、优秀
学生加分等，让个别人钻了空子，老百姓觉得不
公平。现在除了烈士子女，很多加分都取消了，
大家都感到公平了。还拿出很多名额向农村地
区、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倾斜，高考录取率
不同省份之间差异越来越小。这些改革推进得
之所以如此顺利，就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全面依法治国，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
平正义。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司法改革，四中
全会专门研究这个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之所以强调依法治国，就是因为我们这方面出
了一些问题。近几年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有
的被错抓，甚至判了死刑，比如内蒙古呼和浩特
一个叫呼格吉勒图的18岁的年轻人，就被错判

了死刑，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为什
么会出现这些冤假错案？有的是我们司法理念
的问题，搞有罪推定，没有证据，为了追求破案
率搞刑讯逼供。还有司法体制的原因，这些年
司法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法治状况大为改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
系，维权是维稳的基础、前提，老百姓的合法权
益维护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群体性事件。通
过这几年的司法改革，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真正
感受到了公平正义，对中国的法治更有信心了。

全面从严治党，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
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状况有了很大
改变，八项规定的出台，反腐力度之大、效果之
好是过去所没有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先生生前
讲过，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哪个朝代反腐败超过
今天的，这是纵向看。横向看，在一些其他国
家，腐败不仅是治理不了，反而越来越厉害。因
为要想从政先得腐败，官商勾结才能得到这些
人的支持，被选上了还要回报，因而更加腐败。
他们陷入这个恶性循环，没法儿自拔。在世界
政党对话会上，有两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讲到
腐败问题，对我们十分敬佩。近年来我们抓作
风、反腐败、扬正气，净化政治生态，让人耳目一
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就能把事情办好；如果党组织软弱涣散，就会一
盘散沙。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回顾近百年党的奋斗历程，我们深深感到，
中国共产党是有远大理想追求的党。无论哪个
时期，无论多么艰难，初心、使命始终没有改

变。不像某些西方政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
为了政治利益不讲道德诚信，不管老百姓死
活。中国共产党是有科学理论引领的党。就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证明
这些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有选贤任能
机制的党。我们一直强调先锋队，强调政绩，强
调任人唯贤，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搞五湖
四海，反对山头主义，这些措施能够确保把最优
秀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中国共产党是
有严明纪律和规矩的党。从建党之初，我们就
有了严明的纪律和规矩，改革开放以来一度有
所放松。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修订了很多党
内法规，可以说我们党的纪律比过去更严了，执
行力度也更大了。中国共产党是有自我革命精
神的党。我们党不仅领导社会革命，还进行自
我革命，自己犯了错误自己纠正，通过总结教训
我们变得更加聪明了。中国共产党还是有强大
领导能力的党。我们党政治领导也好，思想领
导也好，组织领导也好，都是坚强有力的，是世
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比拟的。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不足
的地方，需要认真对待，下大力气改正。我们这
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
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为实现伟大梦想而共同奋斗；做到理论学习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
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确保这次主题
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⑩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

在山东沂蒙老区，涌现出过红嫂式的

人物。在当地还传颂着一个动人故事，她

的事迹比红嫂还要感人，被称为“沂蒙母

亲”。当年她的家里住过徐向前、罗荣桓，

徐向前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没有名字，

婆家姓王，娘家姓于，婆家用两斗谷子将

她换来。徐向前脱口而出，那你就叫王换

于吧。当年，她的儿媳妇刚生下孩子不

久，她就嘱咐儿媳妇，奶水得先尽着烈士

的遗孤喂，万一自己的孩子饿死了，还可

以再生，而烈士遗孤如果饿死了，烈士就

绝后了。为此，她自己的亲孙子、亲孙女

先后饿死 4个。这个老太太活到 101 岁，

1989年去世了。生前一些人就问她，当时

她是如何想的？她说，八路军为了抗日命

都送上了，留下的遗孤你能不照顾吗？照

顾不好，良心上过得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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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出版有《大跃进狂澜》《庐山

风 云 ——1959 年 庐 山 会 议 简

史》等专著，主编有《历史的轨

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史》《转折中国

——1976至 1982》《共和国五十

年图史》《中国简史——从孔夫

子到邓小平》（英文版）等书，发

表文章百余篇。主要研究方向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和中国

共产党执政经验。

谢春涛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

以上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近代史
是一段屈辱的历史，我们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欺
负和凌辱，他们强迫我们签订了多个不平等条
约，抢占我们的土地，逼着我们赔款。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之前，中国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我
们国家能够富强起来，不再受人欺负，有朝一日
出国的时候能够受到尊重。但是在中国共产党
成立之前都没有成功。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担当起了民族复
兴的重任。中国共产党用了28年的时间，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使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让中国人站起来？因为
中国共产党人用正确的政策、模范的行动，赢得
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民族复兴就表现为抗日，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建立的，而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坚持八年之久，也得益于中国共产
党的努力。在抗日战争中，涌现出了许多感人
的故事，如东北抗联名将杨靖宇战到弹尽粮绝，
最后壮烈牺牲，牺牲后日本人解剖他的遗体，发
现肠胃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只有树皮、草根、棉
絮，令日本人也肃然起敬。还有，东北抗联的 8
位女战士宁肯跳进江里淹死、狼牙山 5位壮士
宁愿跳崖摔死，也不愿做日本人的俘虏。他们
的事迹可歌可泣，令人敬佩。

1949年 4月解放军要渡江的时候，在离南
京不远的扬州镇江附近的江面上，有两艘英国军
舰试图阻止解放军过江。解放军警告无效，就开
炮将他们的军舰打伤了，还打死了20多个英国
人。英国人要求我们道歉赔偿，被我们严词拒
绝，他们修好军舰后灰溜溜地离开了。曾经当过
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傅鹰教授，解释他为什么要从
国外回来，就是炮击英国军舰这个事件感动了
他，他在美国看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泪流满面。
在过去谁敢用如此的态度对待洋人啊？所以就
毫不犹豫地回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钱学

森同志在内，有不少知名科学家从美国和其他西
方国家回到了祖国，仅美国一个国家就回来了
1000多人。国民党逃往台湾时，试图动员知名
知识分子跟他们一起走，当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有
81人，但是最终只去了9个人。

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早期我们党提出“打
土豪分田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争取地主
和富农一同抗日，改为减租减息。到了解放战争，
又把政策调整为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
农民明白共产党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所以心甘情
愿地支持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当年，陕甘宁边区
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巧取豪
夺，没有叫花子，没有娼妓等等。所以中国共产党
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新中国刚
刚成立的时候，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烂摊子，中国
共产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被多年战乱
破坏的国民经济。共产党靠的什么？靠调动各
阶层人民的积极性，比如，为3亿多无地或者少
地的农民分了7亿多亩的土地，没收官僚资本，
建立国营经济，让广大工人农民感觉到自己是
国家的主人，过去是为资本家和地主劳动，现在
是为自己劳动。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就恢复
到了新中国成立前最高的1936年的水平，还解

决了国民党留下的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开国大典的时候，一个军事专家看到阅兵

式上受阅的装备，开玩笑说，除了拉炮车的马是
我们国产的，剩下的全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这
个说法一点都不夸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用了
几年的时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
义的基本制度，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制度
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什么要搞合作化？就
是土改之后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苗头，所以要
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土地归集体所
有，这个制度的优势十分明显。一位研究农村问
题的专家认为，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那么
快，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好，跟我们的土地制度密
切相关。当年通过改造建立起来的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制，对现在和今后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领导人民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国家工业化和现
代化的基础。从1956年开始，新中国经济出现
了很多个第一：第一辆汽车，第一台拖拉机，第
一架飞机等等。我们的电子工业、核工业，还有
两弹一星的突破，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当然，
过去由于缺乏经验，我们走了许多弯路。但是，
这些探索为我们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制度基础，
提供了宝贵经验，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不懈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
力、国际地位大幅度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

貌、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解决了很多过去
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办成了很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
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
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生态文明
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40年的改革开放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首先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一部改革开

放史，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中国共产党人坚
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中国的实
际，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践证明这

些理论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治国理政
的伟大实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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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这是
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论断，是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
成果，是我们党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的行动
纲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其次是深化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改革开放初
期，我们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解决了。今天和 40年前相比，我们人口多了，
耕地面积少了，但是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市场经济的活力、
动力、压力无处不在。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现在民营经
济在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中超过了半壁江山，对
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再次是对外开放，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
果。40年来，我国的开放领域越来越宽，程度
越来越深。开放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外国的资
金、技术、先进设备和管理经验，还带来了外国
的市场份额、资源能源，以及人类文明的共同成
果。开始我们主要是引进，后来我们又走出去，
对世界发展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对经济发展
趋势的把握更加准确。开放对我们这个党、这
个国家意义十分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就是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产物。

改革开放为什么“行”

1978 年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新加

坡，在日本乘坐了新干线列车，那时候新

干线时速达到 200多公里了，而我们的列

车时速才 40 至 60 公里，有一种催人快跑

的感觉。他还参观了几家大企业，知道什

么叫现代化了。邓小平出访的认识，成为

整个领导层的共识。正是有了这样的共

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改革开放，大

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故事二

□谢春涛

当前全国上下正
在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这
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
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
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
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
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什么是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 中 国 共 产 党 自
1921年成立，已经98
年了，连续执政也已经
70年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在枪炮

声停了之后，第二天一早荣毅仁想看看

外面的情况，结果到街上一看，他家门前

整整齐齐地睡着抱枪和衣而卧的解放军

指战员。他被深深地震惊和感动了，共

产党有军纪如此严明的军队，由他们执

政还担心什么？

故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