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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 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深深
植根于思想中，具体落实到行动上，不断巩固党
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植根于思想中， 就是要
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
群众中去，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
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改革发展全过程，作为我
们必须坚持的工作路线。 把群众观点作为我们
的根本立场观点， 时刻把人民的喜怒哀乐放在
心上，把维护人民权益的责任扛在肩上，把服务
人民的工作落实在行动上。

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之基。 习近平同志指
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民
的拥护是党执政的最牢固的根基”。我们共产党
员好比种子， 人民好比土地， 我们到了一个地
方，就要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
开花。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 革命年代是这样，人民倾其
所有支持我们的革命；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人民
使出全身力气投入国家建设；改革还是这样，人
民群众放下个人得失而不顾，参与改革、支持改
革；今天人民群众又以高昂的精神和斗志，投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无论在哪一个
时期、在哪一项事业中，都有人民群众的支持，
也都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离开人民群众
的支持我们将一事无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我们都必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都
必须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与人民风雨同舟，血
脉相通， 想人民群众之所想、 帮人民群众之所
需、 解人民群众之所困， 把人民群众的事当大
事，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恩格斯指出，历
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
着的群众。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
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生活的创造者，还是
社会变革的中间力量。 他们不仅推动了社会进
步，还在社会变革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
同志指出：“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是中国

人民书写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
创造的， 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
培育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是中国人民奋斗出来的。”我们
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时刻想
着群众。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
我是谁， 真正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 任何情况
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 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尊重人民的
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让人民创造的
历史更加辉煌，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
续写人民群众创造的辉煌历史。

人民群众中有无穷无尽的智慧。 习近平同
志指出，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精神的人
民，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中
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 中国人
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 从毛泽东提
出党内存在本领恐慌到今天提出执政能力不
够的危险，说明我们党对执政能力建设看得很
重， 认识很清醒。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对我们党是
一种全新的考验； 面临的“四个考验”“四大危
险”是对我们党十分严峻的考验；从毛泽东提出
“进京赶考”，到我们党今天提出“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对我们党
是一种长期的考验。 既然是考试，就有“及格”
与“不及格”、“及格”与“优秀”之分，要向人民
群众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 就必须尊重人民
群众的首创精神。 善于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的
无穷无尽的智慧挖掘出来， 把群众创造的经
验总结出来。 我们党夺取政权靠人民的支持，
执掌政权，提高执政能力也必须依靠人民。 我
们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把人
民当英雄来敬畏， 当主人来尊重， 当亲人来服
务，当老师来请教；必须走出机关、走进基层、了
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解社会矛盾，在
实践中向群众学习， 吸取群众中间的智慧和力
量； 必须在推动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
中，在解决矛盾和问题中，向群众学习，把群众
的智慧变成党的执政能力。 群众是我们的力量
源泉，也是我们的最大靠山。

（作者单位：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基地）

汤建军

夺取伟大社会革命的新
胜利，要回答好三个重大问题

当前， 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
命的新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必
须首先回答好三个重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由谁来领导？我们党发展
近百年历史雄辩证明，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
封的，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没
有这样一个核心， 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
利。 ”因此，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场伟大
社会革命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第二个
问题是谁来领导我们党去推进这场伟大社
会革命？ 党中央是党的大脑和中枢，全党必
须服从中央。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任何一
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
导是靠不住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在带领人民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过程
中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 以大无畏的决
心、意志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
就， 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已
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所以，这
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一起去推进这场
伟大社会革命。第三个问题是新时代推进这
场伟大社会革命的政治保证在哪里？答案只
能是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
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那么，怎
样才能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呢？我
认为，从历史、现实和实践三个维度去把握
和实现自我革命，既是重要目标，也是落实
新时代党建总要求的有力抓手，更是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的关键
所在和政治保证。

在伟大社会革命洪流中铸就
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政治品格

在中国近百年推进社会伟大历史革
命中， 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各种政治力
量反复较量中赢得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为什么能够从石库门走向天安门， 不断
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为什么能够一次次
转危为安、化危为机，实现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以致生机勃勃？ 根本原因在于我
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和执政党，每
一次都能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革命的需
要，发挥自我革命这一最大优势，先后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洗心革面。 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党继承自我革命的精神，发扬了
承认、纠正错误的勇气，克服各种非无产
阶级思想和不合时宜的落后腐朽思想，坚
持刀刃向内革除自身的顽瘴痼疾。 习近平
总书记曾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
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
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金一南教授的研
究表明，我们党已经成为世界上淘汰率最
高的政党。 我们党之所以勇于自我革命，
从根子上讲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没有忘记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不二初心和神圣使命。 这个初心和使命，
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党性和理想
信念， 源于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源
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革
命年代里，一个党员干部能不能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
即向前冲，就是检验其理想信念坚定不坚
定的标尺；进入新时代，一名党员干部能
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能否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
等， 就是检验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的标
尺。

在现实考验和风险中炼就
勇于自我革命的金刚不坏之身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面临
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
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

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 能力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 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
的、严峻的。 进入新时代，要有效应对重
大风险和挑战，担负起推进伟大社会革
命的历史使命，我们党自身必须始终过
硬。 怎样才能算过硬？ 那就是要始终坚
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善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
革命，敢于向自己开刀、刮骨疗伤甚至
壮士断腕，积极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
健康肌体的病毒， 不断增强“四自”能
力，炼就我们党的金刚不坏之身。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践行
勇于自我革命的初心和使命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一场深刻的自
我革命，而且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
和根本方针。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一次触及灵
魂、由表及里的标本兼治行动，是一次守
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自觉行动。
在这次主题教育中就是要以政治建设统
领党的各项建设，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 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带
动问题整改， 以问题整改的成效检验守
初心担使命的成效。 这就要求我们各级
党员干部，不仅应自觉改进学风，推进学
习革命，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真正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入脑入心，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服务人
民；而且应自觉改进作风，坚持问题导向和
系统思维有机结合，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创新体制机制， 以专项整治的长久成效，让
人民满意；还应自觉改进党风，推进作风革
命，在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
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中，不
断践行初心和使命，力戒各种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以取信于人民。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联党组成员 、
省情研究会会长）

王锡财

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关键在于抓好
学习教育，强化理论武装。 要念好“学懂
弄通做实”六字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融会贯通。

基本要求：
“学懂”，把握精髓要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核心内容是“8个明确”“14个坚
持”。“8个明确” 是这一思想的四梁八
柱，着眼于理论层面的高度概括和凝练。

“14个坚持” 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重大
方针、原则的最新概括，是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路线图”和“方法论”，着眼于
实践层面的展开。“8个明确”“14个坚
持”有机统一，凝聚着我们党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 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拓展
和升华，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战略
和战术相一致、 认识论和方法论相统一
的理论特色。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为世界作贡献，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集中反
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民族

抱负、世界责任。 我们要紧密结合主题教
育，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的原则，
围绕这一思想，“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
理”，“沉下心、坐下来、钻进去”，全面系统
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精研细读、
学深悟透，入脑入心，真学真懂，全面把握
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知其然又知其所以
然，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关键环节：
“弄通”，全面提升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理论学习有收

获，重点是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加深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
大政方针的理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增
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运用
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能
力。 这充分说明融会贯通、提升能力是抓
好理论学习的关键。

从“学懂”到“弄通”有一个渐进的过
程。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要联系地而不是孤
立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全部地而不
是局部地解读，不能依靠片言只语、就事
论事，不能搞形式主义、实用主义。 要前后
贯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系
统掌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要左右贯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党的十八大以来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
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的实践贯通
起来， 更好地理解党的十九大各项
战略部署的整体性、 关联性、 协同
性；要上下贯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共产党近百
年奋斗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发
展史、 改革开放40年探索史贯通起

来，从历史观照现实，深刻理解这一思想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 在贯通的基础
上，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提升运用这一思想指导
实践的能力。

根本指向：
“做实”，力求人民满意
主题教育能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关键看能不能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确保党中央确定的目标任务和战略部署
顺利实现，让人民群众满意。 这也是“做
实”的根本指向。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要做勤勉的实干者。要按照“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抓住
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说实话、谋实事、出
实招、求实效，自觉对标对表，始终保持昂扬
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埋头苦干、真抓
实干的工作作风，夙夜在公、念兹在兹的专
注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
一步一个脚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 要做勇敢的改革者。 前进道路
上必然面临许多新的风险与挑战，要按照党
的十九大精神，增强政治勇气，敢于破除一
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桎梏、 体制机制弊
端、利益固化藩篱，突出问题导向，在解决问
题中深化改革、破解难题。 要做不懈的奋斗
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要怀着强烈的使命
感和担当意识，以积极正向的心态和热情投
身新时代，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唯有不忘
初心、擦亮初心、践行初心，以无畏的勇气直
面困难，不懈奋斗，才能征服新的“雪山”“草
地”，交出新的赶考答卷，完成好新的历史使
命。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市基地特约研究员）

李 斌

2014年10月， 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中国工
农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的
壮烈故事，让在座的与会代表无不为之动容。
2019年3月4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
全国政协会议的文化艺术界、 社会科学界委
员， 深情地回忆了陈树湘和他率领的闽西子
弟冲锋战场的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
新的历史条件下，多次讲述陈树湘的故事，正
是激励全党同志保持革命精神、 革命斗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努力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强大。 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充分挖掘和发挥湖南
红色资源丰富优势， 讲好用好断肠烈士陈树
湘的红色故事，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传承优
良革命传统中体悟初心、践行使命。

讲好用好陈树湘的 故事 ，
铭记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共和国是红色
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陈树湘是无数为中
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革命烈士之一。 陈树湘，
190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在毛泽东、何叔衡等
影响下，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参加
过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历次反“围
剿”战斗中浴血奋战，在掩护红军主力和中
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抢渡湘江战役中立下
汗马功劳。 1934年11月30日开始，陈树湘率
全师6000名红军将士， 同十几倍于己的敌
军鏖战4天5夜。 当掩护到最后一支部队红
八军团渡过湘江时， 所部已锐减到不足
1000人。陈树湘最后弹尽粮绝受伤被俘。 在
被敌人押往道县保安司令部的途中，他从伤
口处掏出肠子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他以年轻的生命，实现了“为苏维埃新中国
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陈树湘在革命的
关键时刻，敢于担当，敢于牺牲，是践行长征
精神、革命精神的典型代表。

“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
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一段段风云激
荡的革命历史，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红色故
事，蕴藏着我们“从哪儿来”的精神密码，指
明了我们“往哪儿去”的精神路标。 在革命

征途上，无数个陈树湘式的革命先烈，用鲜
血写就了我们的历史。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
最终胜利， 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铭记这些红色故事，回看走过的路，远眺前
行的路，才能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
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

讲好用好陈树湘的 故事 ，
传承红色基因

2014年10月， 在福建古田召开的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述陈树湘
的感人故事时，强调“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
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 传承红色基
因， 既是文化艺术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者的使命， 也是全党同志继续推进伟大社
会革命的精神动力。 我们要“正本清源，守正
创新”，把好历史“文脉”、铸牢历史灵魂。 灵魂
凝铸于历史。 陈树湘式的革命烈士是共产党
人的骄傲、人民军队的骄傲，是我们传承红色
基因的精神动力。 我们必须讲好用好陈树湘
断肠明志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建设好革命
先烈所盼望向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共和
国，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顽强的战
斗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讲好用好陈树湘的 故事 ，
守初心、担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党同志“不能
被轻歌曼舞所误 ， 不能‘隔江犹唱后庭
花’”，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革命
精神和革命斗志。 无数陈树湘式的革命先
烈，为谋求人民幸福、为谋求民族复兴，他们
有着坚定的信念， 有着亲密团结的高尚品
德，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源
泉；无数陈树湘式的革命先烈，对革命理想
和事业无比忠诚，他们顾全大局、严守纪律、
无惧牺牲，是我们干事创业的鲜活榜样。 我
们要讲好用好陈树湘的故事，使广大党员干
部接受思想政治洗礼，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
作风，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活动中，守初心、担使命，找差
距、抓落实，激发精气神，为实现党的十九大
绘就的宏伟蓝图努力拼搏。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
所长）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推进伟大社会革命
重在勇于自我革命

扎实念好“学懂弄通做实”六字诀 讲好用好
陈树湘烈士的故事

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深深植根于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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