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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造历史伟业的人，同时也在创造
着奇迹。

1935 年 5 月，红军在长征中再次面
临生死攸关的时刻。效法清朝四川总督
骆秉章对付石达开的战役部署，蒋介石
调集中央军和川军 10余万人，对红军形
成南攻北堵之势。他还致电各路将领，
扬言一定要让朱德、毛泽东成为“第二
个石达开”。

5 月 29 日凌晨，红四团官兵经一昼
夜奔袭 120 公里到达泸定桥西岸，22 名
突击队员攀上湿滑的铁链，冒着敌人密
集的火力匍匐前进，向对岸发起冲击，
最终与东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桥，为
主力部队摆脱险境杀开了一条血路。

1950年 10月 1日，不顾中国政府多
次警告，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
烧到中朝边境。麦克阿瑟狂妄地认为，
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因为美国是
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刚取得二战胜利，
而中国是个穷国，刚解放，国力很弱。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
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
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
垮的！”1950年 10月 19日，中国人民志
愿军进入朝鲜战场，在交战双方力量极
其悬殊条件下进行了一场现代化战争，
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奇迹，就是把看似不可能变成可能。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中国共产党依

靠人民创造了奇迹，也创造了历史伟业。

（二）

社会是在矛盾中运行的，有矛盾就
会有斗争。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
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
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
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

1927年 9月 20日清晨，面对秋收起
义攻打城市失利、部队士气低落的情
况，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对全
体指战员说：“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
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
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
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
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
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
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
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
口大水缸！”

保留革命的火种，才能坚持斗争，
才能星火燎原，才能用革命者的“石
头”打破反动派的“大水缸”。

面对挫折，中国共产党人有敢于斗
争的胆识，更有善于斗争的本领，在各
种重大斗争中，都能坚持增强忧患意识
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
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
争实效相统一，正确地抓住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从“黑云压城城
欲摧”的逆境中杀出一条光明的新路，
从胜利走向胜利。

长征，我们与敌人斗，武器简陋的
红军要面对数十倍于己且装备了飞机大
炮的敌人，往往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
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而后投
入激烈的战斗；与恶劣的环境斗，两万
五千里征途漫漫，穿越无数艰难险阻，
走过草地后，有的干部甚至感慨“从死
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与党内的错误路
线斗，纠正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
主义军事指挥，反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
的图谋……中国共产党进行的这场人类
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不畏牺牲的远
征，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惊险斗争，激发
了斗争精神中蕴藏的无穷伟力，载之史
册，彪炳千秋。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
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能力。”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瓦窑堡党

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说的这段话，充分展
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艰难险境中都
始终保持敢于斗争的鲜明政治品格和英
勇无畏的英雄气概。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斗争精
神逐渐丰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
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新闻舆论斗争、
意识形态斗争、治党治军的重要思想武
器，成为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和实践原则。

有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善于斗
争、善于胜利的斗争精神支撑，中国共
产党才能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走向井
冈山的新生、从长征的艰险走向延安的
崛起、从西柏坡的一方天地走向全中国
的基本解放，进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
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将曾经风雨
飘摇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如今繁荣昌盛的
新中国。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先辈和党的先
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从来都
不曾从中华大地上消逝，也从未自中国共
产党人身上褪色，未来也永远不会消失。

（三）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与生俱
来的优良基因和历史传承。

1934年，身负重伤的陈毅没有随长
征队伍出发，而是留在根据地坚持斗
争。一次，他伤口复发，身边无医无
药，只能打一盆山泉水清洗伤口。警卫
员不忍心给陈毅挤脓血，陈毅就把腿绑
在树干上，硬是把手术没有取干净的一
块碎骨头从伤口挤了出来。

几天后，陈毅集合起游击队讲话，
他站起来摸着自己的脸说：“你们别看我
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
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
还是要干，这是党给我的任务。”听完这
番话，同志们激动地说：“你能坚持，我
们为什么不能！”

给人以星火者，必胸怀火炬。共产
党人是一团火，即使面对生死考验，也
仍然是一团不熄的火，它在艰苦卓绝的
斗争中锻造出百折不挠的铮铮铁骨，锤
炼出无坚不摧的钢铁意志。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
华。”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
神，将生死置之度外，挺起了民族的精
神脊梁，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
气概。这一股浩然正气，即使是敌人也
为之动容。

1935 年 1 月底，方志敏被捕，敌人
随即把他押往南昌，并召开所谓的“庆
祝大会”，一名美联社记者记录了当时的
情景：

“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
伍，街上架着机枪……戴着脚镣手铐而
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
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大队
兵马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
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
谋部的官兵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也表
示无限敬佩及同情……”

在狱中，方志敏坚持斗争，并写下
《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著
名篇章。这是革命者用忠诚和热血书写
的文字，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和平年代，共产党人不断用发展
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
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
敢闯敢试，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在粉碎“四人帮”后思想和政治束
缚依然严重的那两年，邓小平同志表现
出极强的斗争精神。他甘冒风险，否定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即“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率领全党
全国人民搬掉了一座又一座阻碍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大山。从支持真理标准
问题大讨论到破除现代迷信，从坚持按

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到推动社会主
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与改革……在他的倡
导和支持下，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
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
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
性变化。

历经百年风雨，“斗争”二字早已镌
刻在历史中，融入红色血脉里，成为共
产党人自觉的意识和行动。始终保持敢
于斗争的风骨、气节、胆魄，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我们党还将创造不负人
民、无愧历史的新业绩。

（四）

打铁必须自身硬，这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内生特质。

共产党人要完成历史赋予的崇高使
命，就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
观世界。这就意味着，共产党人必须加强
党的建设，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实
行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培育和保持马克
思主义者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品格，才能
始终引领时代而不被时代所抛弃。

自我革命，是“刀刃向内”的斗
争。这样的斗争看不到硝烟，听不见炮
声，却触及共产党人的思想和灵魂，决
定事业的方向和道路，同样生死攸关，
同样意义深远。

1952 年 2 月，一场审判牵动国内外
舆论。刘青山、张子善在分别任天津地
委书记、天津地区行署专员期间，因利
用职权盗用公款，从事非法经营活动，
生活腐化堕落，蜕变为大贪污犯，被判
处死刑。因二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
有过功劳，党内有轻判的意见。为此，
毛泽东同志对身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

“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我一
律不见！”

随后的两声枪响，如同惊雷，昭示
着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绝不容忍、绝
不姑息的态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
党性、维护纯洁的坚强决心，赢得了老
百姓的衷心拥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
产党的威望。

2014年 7月 29日，一则“周永康落
马”的消息再次震撼了世人。从薄熙
来，到徐才厚，再到周永康，他们的落
马表明，所谓的“刑不上大夫”之说，
不过是一些人的猜测与臆想。相反，它
说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理念是
金科玉律，说明我们党有高度的纯洁队
伍、自我净化的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勇于自我
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
们党最大的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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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
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
而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
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
持了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锐气。

从八七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到遵义
会议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
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
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
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
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
部署，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
争，标本兼治，坚持无禁区、全覆盖、
零容忍，“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
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一次次地站在
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们党之
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
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
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
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
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
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
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
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人民”二字，犹如一根红线，贯
穿党的奋斗历程，并在时间的洗礼、历
史的沉淀中更加耀眼夺目。

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炼就“打铁必
须自身硬”功夫，不断厚植党的执政基
础，随时纠正脱离人民群众的不良作风，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
党就能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我
们的事业就会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

（五）

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彼此孤立的事
件的堆积，而是一个前进的运动过程。
回顾历史，正是为了架设一座从过去通
向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促使人们对今天
乃至明天的使命有所了解，直下承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
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对
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多种任务和挑战的

集中概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
新视角。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
前进的各个阶段势必会遇到许多新的问
题，必须始终以一种砥砺奋进、积极进
取的精神状态去推动各种矛盾问题的解
决才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这种精神状
态就是中华民族奋斗史、党的奋斗史所
传承下来的斗争精神。

大力弘扬斗争精神，我们吹响了脱
贫攻坚战的号角，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8年间，党和人民
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
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贫中之贫、坚中之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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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
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
册的人间奇迹！

2020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
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
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
果。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
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
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马克思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
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
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中
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斗争实践，继续证
明着这一哲学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前进道路上
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
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
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
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全过程。”

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各种风险挑
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
的重大斗争不会少，而且越来越复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
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努力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辩证认识和把握
国内外大势，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才能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
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六）

真正属于历史的，同样属于未来。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

的问题像生命一样古老。
我们曾经是被压迫的奴隶，否则不

会有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让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否则我们今天不会成为自己命
运的主人。

离开了心灵的“熔炉”，人们无法锻
造出历史的真实，更无法自信地走向未
来。幸福起来的人们，如果不记得那些曾
经为摆脱悲惨命运而拼搏斗争的故事，属
于自己的那部热血奔腾、激荡人心的历史
就荒芜了、枯萎了，人生亦会迷失。

正如瞿秋白在牺牲前对劝降者所说
的那样，“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
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走
进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能深刻
地把握先烈先辈走过的征程，又怎么能把
斗争精神融入血脉，获得腾飞的翅膀？如
果我们不能懂得蕴藏于斗争精神中的不屈
与顽强是何等的伟大，又怎么能明白，当
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天地有
多么的广阔，生命有多么的荣光。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赴后继
的事业依然在继续。这是人民的事业，
更是共产党人永远为之奋斗的事业，矢
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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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