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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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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两
个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两个结
合”写入《决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内涵，开辟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两个结合”不仅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师生
头脑的必然要求，也为推动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创新、提升吸引力感染力指明了努
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两个结合”是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重要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不仅要清晰
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体系，更要结
合时代特征讲明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
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与超越
的内在机理与规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系列修订
教材，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
的重要思想融入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课程体系之中。我们在教学进程中，一
定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
和方法具有普遍性真理性的基础上，结合
国际国内、治国理政等诸多方面，阐发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
理和鲜活事例，引导学生自觉树立“两个
结合”的理论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
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又“必须
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
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因此，我
们在新时代建设和创新发展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既要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
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明确讲授，更要结合
新时代的新问题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大地扎根、发芽和结果，成为社会大众的内
在信仰这样一个认识深化问题。只有坚持
实现“两个结合”，我们才能让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深刻理论、丰富的历史、严谨的
逻辑体系等理论内容转化为学生听得懂、
愿意学、记得住的中国化理论，从而更加坚
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
建中的指导地位。

“两个结合”是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充分发挥
马克思主义引领作用的主平台。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及其教学
模式和方法的不断创新，特别是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相互支撑，能够更好地发挥马
克思主义学院在立德树人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
向内看、深入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本真内涵，又向外看、积极探
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精华。这对于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新发展来说任
重而道远。

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引导
青年学生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背后的
道理学理哲理情理。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成就，青年
学生都有切身感受，要结合实际讲清讲活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
历史变革，成功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激发青年学生
建功新时代的志向志气，引导青年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我们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思想资
源，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理念帮助青年学生理解重大
理论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涵的正能量。

“两个结合”是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重要途径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
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讲深讲透讲活“两个结合”是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
新的重要方面。用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述说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去教育学生、涵养学生、启迪学生，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才能用理论内容去启发学生、用理论魅力去感染学
生、用理论力量去武装学生。讲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满足
学生成长发展的需求和期待，根本在于按照因事而化、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的要求，不断推动来自于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在

“两个结合”中不断创新，从而让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变
得更具有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观摩思政课现场教学后指出：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
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
斗志。”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
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就要把
握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
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这一基本条件，既要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底色和
文化基因，打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
融合”的新颖配方，又要引导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全面融入
民族文化的观念、价值、心理等层面，从而内化为中国人处世、行
世、立世的行为习惯，帮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理智上形成
共识，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意志上达成共同追求。⑩7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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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大力弘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在中国和世界

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坚定不移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直至光辉的彼岸。

——习近平

踔厉奋进 愚公移山
□薛庆超

1945 年 6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国
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
那篇著名讲话《愚公移山》，号召全党
全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
万难，去争取胜利”。进入新时期，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继续弘扬伟大
的愚公移山精神，把我们的事业不断
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是
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
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心怀梦想、
不懈追求，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
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盘古
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
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
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中国人民
相信，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长，走下去，定能到达。”愚公移山体现
的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顽强
勇敢精神，一往无前、攻坚克难的奋力
拼搏精神，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的艰苦
奋斗精神，集中凝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中。

以愚公移山精神推翻
“三座大山”，确立社会主
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深刻分析国
内外形势，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纲领，确定以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山”为己任。为
此，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大革命
暴风骤雨，开展北伐战争，彻底挖掉了
封建军阀这座“大山”。抗日战争开始，
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
柱，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起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奋起抗战，“用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彻底挖掉
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这座“大山”，
赢得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终于彻底挖掉
长期压迫中国人民、欺负中华民族的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完成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中国从几千年
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伟大跨
越，实现中国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
前团结。这时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首
要任务是彻底摆脱贫困这座“大山”，将
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发展成
为先进的工业国。为此，开展土地改
革，解放社会生产力。完成社会主义革
命，推动生产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确
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
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进行大规模经
济建设，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一系列高等
院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培养大批经
济建设人才。实现“从战争中学习战
争”到“从建设中学习建设”的转变，积
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继续发扬愚公移山
的精神”，改革开放，确立
小康目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
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
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
征程。当时，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发达
国家遥遥领先，中国经济文化、科学技
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非常巨大，彻
底挖掉贫困这座“大山”，使中国人民过
上小康生活成为改革开放的首要任
务。邓小平清醒地指出：“我们要经常
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
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
平。”为了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困“大
山”，1979年 3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

现代化”概念。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
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
1979年 12月 6日，邓小平会见外宾时
第一次提出“小康”目标。对方问：中国
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
代化规划，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
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邓小平
回答：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
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
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
家”。到 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
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
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
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
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
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
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
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
要好得多了。邓小平强调：有人担心，
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
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
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
这样的问题。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上，
邓小平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邓小
平完整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到 20
世纪 80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500美元，20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
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邓小平赋予“小康”的科学内涵和时代
内容是，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
到 800 美元，就是 20世纪末在中国建
立一个小康社会。从此，建设小康社
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全党共识”，成
为中华民族的“全民共识”，成为中国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奋斗目
标。小康社会意味着经济发展、政治
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
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意味着综合
国力强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等全面协调发展。建设小康社会，
既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
在，又立足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伟大
实践，上顺天意——中华民族的千年期
盼，下得民心——全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朗朗上口，晓畅明白，承上启下，人
人皆知，既是彻底挖掉贫困这座“大山”
的独一无二的“顶层设计”，又为彻底挖
掉贫困这座“大山”提供了现实路径和

“挖山工具”。愚公移山，实现小康，把
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社会主义的发展
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
融为一体，既汲取了“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的沉痛教训，又符合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初期中国“底子薄，人口多，经济
落后”的客观状况，是从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继续发扬愚公移
山的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才能达
到预期的目的。

以 愚 公 移 山 精 神 全
面 建 设 小 康 社 会 贯 穿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的 理 论
与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
义体系只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才能迸发出万丈光芒。愚公移山，奔向
小康，实现 20世纪后期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的新发展、新创造和新突破。在
实际生活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与实践的创造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
程。可以看到，愈是历史发展进程迅猛
向前，愈是理论创新进程与时俱进，也
愈是彰显中共中央以愚公移山精神实
现小康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党的十六
大系统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共中
央提出，21世纪头二十年，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
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党的十五
大提出的到 2010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百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的发
展目标，要在 20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

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
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
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
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
实。这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发
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
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
到 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中
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
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
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
目标，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实
际，符合人民愿望，意义十分重大。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中国将更加
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将更加幸福美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进一步显示巨大
优越性。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为夺取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任务，确定实
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
求。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
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把握经
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
成的基本纲领，在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础上对中国发
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这就是：增强发
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
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
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
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
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
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
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
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以 愚 公 移 山 的 干 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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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共中
央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一步彰显中国共
产党坚决挖掉贫困这座“大山”、使中华
民族过上美好幸福生活的坚定不移的
意志和决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凝聚了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和中华民
族的空前伟力，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共产
党各级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创造力
和战斗堡垒作用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
社会郑重宣布，中国未来的目标是到
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
康社会。中共中央制定的整体联动、突
出重点的“精准扶贫”战略，极大地推动
着挖掉贫困这座大山的“战略决战”走
向最后胜利。2021 年元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
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
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
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
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
骨头”。历经 8年，现行标准
下近 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这些年，我去了全国 14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乡亲们愚公移山的干劲，
广大扶贫干部倾情投入的奉献，时常浮
现在脑海。我们还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脚踏实地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
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
行。中国古话曰“人心齐，泰山移”。
全党全国人民坚持不懈，一抓到底，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2021 年 7 月 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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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
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就确立实现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性任
务，以彻底挖掉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
展、压迫中华民族、剥削中国人民的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
座大山”为己任。中国革命胜利，标志
着以愚公移山精神彻底推翻“三座大
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社
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开辟了无限广
阔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
主义制度确立，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
奠定挖掉贫困“大山”的根本制度基础
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愚公移山具体转化为建
设小康社会、彻底挖掉贫困“大山”。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人
民挖掉贫困“大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创造性空前地迸发出来，中华民族的聪
明才智空前地涌现出来，中国由昔日长
期的“短缺经济”发展到物质财富空前
地“剩余”起来，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也
随之空前地绚丽多姿、丰富多彩起来。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上空前的

“太平盛世”，具有前无古人的历史意
义。中国用几十年时间以愚公移山的
干劲，彻底挖掉贫困“大山”，使经济总
量跃居世界第二，十多亿人摆脱物质短
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中国人民享有
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既是中国人
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
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发展的重
要贡献——中国使人类四分之一人口
进入“小康时代”享受小康社会生活，毫
无疑问是对人类发展的伟大贡献。

今天，国内外局势纷繁复杂，不确定
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顶压前
行，愚公移山精神的大力弘扬更具非常
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进程中，在应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突如
其来局势的过程中，在中国人民高歌猛
进的奋斗历程中，依然会遇到一座又一
座“大山”需要攻坚克难，人类社会就是
在战胜一座又一座“大山”中发展起来
的。因此，愚公移山精神永远是激励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勇前进、创造
美好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⑩7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