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党的历史对坚守初心使命意义深远，
2021年 2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我们党的
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1]这一论
述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坚持初心使
命的重要地位。历史是人民力量实践的呈现，也是
人民智慧汇聚的传承，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的提出，到“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阐述其理论意蕴，再到中国
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制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
民、根植人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唯
有不忘初心，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
善成、一往无前”[2]。在坚守百年初心之中坚定理想
信念，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于确保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的奠基溯源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无

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科学社会主义指
导的、民主的、为人类求解放的政党[3]。共产主义者
同盟的前身———正义者同盟，是具有秘密性质的
非公开团体组织，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
正义者同盟决定对这个秘密组织进行改组，放弃
魏特林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尝
试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实际的社会生产发展进程
中。1847年 6月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次会议
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草案，用“全世界无
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1847
年 11月于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会
议，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依照科学社会主义
原则而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在《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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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详
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充分
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1852年尽管因遭到镇压而解体，但是各国范围内
不断掀起了工人运动，爆发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
群众性运动，这些事件为第一个国际性工人组织
的出现创造了前期条件。1864年 9月 28日，“在伦
敦圣马丁教堂前由各国工人举行的集会上，宣告
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4]，马克思完成了《国际工人
协会成立宣言》，起草了第一国际的宣言和章程。
此后，在与各种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5]，马克思明
确了只有掌握政权才能领导革命。巴黎公社失败
后，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通过对巴黎公社起义
的经验总结，再次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为国际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斗争方向。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

为如何达到共产主义理想指明了现实道路，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担负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
的革命任务提供了思想指南。十月革命取得胜利
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蓬勃[6]和各国社会民主党
分化、分裂的局势，酝酿了共产国际产生的时代背
景。列宁亲自筹备了第三国际的成立，1918年 3月
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成功地转变为共产国际成
立代表大会，树起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旗帜，
建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7]。共产国际
是“世界共产党”组织，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
了共产党支部，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从上海兴业
路 76号到嘉兴南湖的红船，一个名为“中国共产
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大地诞生了，中国革命
从此有了新的领导阶级。中国近代历史上，旧民主
主义革命运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组织，“太平
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
革命接连而起，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改变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1]。中国共产党
是“世界共产党”组织在近代中国成立的支部，是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之初已然坚定自身是为了摆脱奴役、推翻压迫
的无产阶级政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
情，开辟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全新道路。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发展中全心全意为人民的不

竭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内在规定和实践逻辑”[8]。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我们党砥砺奋进
的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水
平和执政能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理
想信念，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正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才使得中国共
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永葆青春活力，无论哪一
个时代都能清晰定位，认清具体矛盾，针对不同历
史任务制定不同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
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
必然要求”[1]。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
引导全党在为人民谋幸福迈向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
刻，“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
命”[1]。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的历史根植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的先进政党。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为中国当时寻求社会发展道路带来了前进曙光。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
继爆发，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学习、研究、宣传马
克思主义，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
文版出版发行，更是加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
定了具体的革命纲领，秉持初心把实现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在中共七
大预备会议上曾谈到，“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
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
干这样的大事”[9](P292)。中国共产党无私奉献，牺牲一
切为人民的奋斗精神长存，从而实现了国家的独
立、民族的振兴、人民的解放，这是“站起来”的生
动写照。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始终不忘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
始终心怀为人类事业谋未来的远大崇高理想。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8



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
共产党一经成立，“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10]。为人民谋
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检验中得出的实践真
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11](P135)，中国共产党从近代以来中
国历史发展中产生，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
的梦想中产生，百年历程“就是一首党的‘不懈奋
斗史’‘理论创新史’‘自身建设史’构成的‘三史合
一’的合奏曲”[12]，就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
的实践，就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反压迫、求解放、谋
幸福的实践，就是根植于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接续奋斗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从人
民中来，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
党，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在一百年的奋斗史中，三
次国内革命以及抗日战争争取到了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确定了中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更是引领中国走上世
界舞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实践
标准不是抽象、虚无的，其最终体现为发展生产力
和改善人民生活，“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
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13]。毛泽东在
党的七大上指出，政党政策实践的好坏在于其对
生产力的作用是解放还是束缚[9](P1079)。邓小平也曾
概括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就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
最高准绳”[14](P257)。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落脚点正在于
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来“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
最高标准。”[15](P698)民生福祉是检验我们党一切工作
的成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关注的是人民是否
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十八大以来中国
共产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历
史性变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正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向。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
永葆生机活力的密钥在于百年奋斗史坚守初心，
站在人民的立场擘画发展蓝图，“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
利益”[16]。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的理论凝结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道路提供了方法

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
相结合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马克思给我们留下的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
神财富，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
思主义。”[17](P12)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
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只是抽象的空洞
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
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这一命题，即“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
的特性”,如何运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成
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8](P534)。毛泽东
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理论凝结，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坚守人民至上的思想指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恪守
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坚持党性与人民性高度一
致。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在党的
七大上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
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
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
众。”[9](P1095)我们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
的正是全体人民群众。群众的力量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被实
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的科学思想和经验总结，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为了人民的初心凝练，指
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华民族在世界
东方站起来之后，基于国情进行社会主义过渡并
开启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从站起来到
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
的历史主线[19]。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
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
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
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通
过对国内发展需要的深刻分析和对历史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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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总结，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展开了探索。面对仍然摆在中国
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国家的落后、人民的
贫穷，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
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20](P264)，果断做
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明确提出“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21](P231)，继而廓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物质的富裕不算真正
的“富起来”，精神的富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起
来”，生产力的解放和大力发展是“富起来”的根本
保障。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邓小平依据实际国
情定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出了“发展就是硬道
理”的著名论断，党的十六大又将发展确定为我们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科学发展观强调要
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经济发展
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
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
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把国家发展同人民美好生
活紧密结合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主
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将满足美
好生活之需提到治国理政日程，是中国共产党对
中国人民作出的庄严允诺。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
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
畏艰难险阻，带领中国人民破解不同时期的不同
难题，逐步实现社会发展从高数量向高质量的跨
越，促进了“美好生活”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
巨大变革，实现了美好生活“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
维度的统一”[2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构成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为我们党坚持和践行百年初心赋予了新的时
代内涵。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人的自由而
全面发展，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
征程中，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坚定拥护以及世界各
国的充分认可。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的现实践行

“在学习领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
践行初心使命。”[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深刻回答了党史学习为什么
学、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在学史明理过程中领
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力量，学史增信中更加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
信”，学史崇德中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学史力
行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引导
广大党员积极主动加深对党的历史的理解和把
握，加强对党的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初心和使命是
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党、思想建党、理论建党、制度
建党的旗帜，这个旗帜的鲜明烙印正是先进的马
克思主义，从而创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着力解决中国
的实际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
进政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就是坚持对
“美好生活”的现实创造。中国共产党对“美好生
活”的认识是超越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即：一方面
对于美好生活并未觉得遥不可及；另一方面又不
失为其奋斗的毅力和决心，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创造力，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和现
实中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为满
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
是通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体现出来的，美好生
活需要的满足过程就是人这一社会主体自我满
足、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用科学理论指导
人民群众在劳动中创造美好生活，在实干和行动
中提升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能力，美好生活
的理想就会在实实在在的伟大实践中变成现实。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是对如何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回答。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南阳考察时指出：“我们共产党打江山、守
江山，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守的是人民的心。”[23]

生动诠释了建党、立党、兴党、强党的历史链条，集
中展现了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切
实阐明了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造就不断前
进的根本动力，才能书写人民幸福的千秋伟业。学
习来时路，知史才能鉴往开来，把宝贵的历史经验
积累成发展的财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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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过程中彰显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必然存在诸多艰难险阻，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
有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战胜各种风险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乘风破浪、坚毅前行。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接续奋斗，要把坚持党的领
导放在第一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就是
“中国特色”[2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全体中国
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
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
心、继续前进。”[1]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标志
着我国的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新
发展阶段，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是党
为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锚定的远景
目标，同时擘画了“十四五”时期改善人民生活品
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和前进方向。统
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发扬斗争精
神，提高解决问题能力、在实践中不断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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