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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拓展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究

——“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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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建党实践孕育了伟大的建党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厚政治

资源。2019年12月21日，“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与会专家

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的丰富史料，围绕建党精神的内涵提炼、建党精神与上海

城市文化、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有效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研

究的广度和深度。

建党精神；红色文化；上海

一、建党精神的内涵提炼

伟大的革命实践铸就伟大的革命精神。中国

共产党在早期建党实践中形成了伟大的革命精

神，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

求和精神风范，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站在“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期，回溯中国革命的历史原点，科

学提炼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是摆

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这不仅能

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和统

领，还能为新时代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教授张云认为，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

党在20世纪20年代初展示和凝聚的精神世界。

对建党精神的研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无

中生有，不能过分拔高，也不能刻意矮化，至

少有六大本质要素必须得到反映：一是忠于信

念、坚定理想，这是建党精神的统帅之魂；二

是顺应潮流、勇担重任，这是建党精神的关键

之要；三是不断探索，开拓创新，这是建党精

神的血脉之基；四是牺牲奉献、为民谋利，这

是建党精神的固本之源；五是群众路线、统战

策略，这是建党精神的取胜之宝；六是完善制

度、恪守党章，这是建党精神的传承之道。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挥提出，要想确保提炼

建党精神内涵的有效性、准确度和说服力，就

必须在提炼过程中遵循特定的原则。一是要紧

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好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武器，确保提炼的精神内涵能够反映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的本质

属性。二是要紧贴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实践，要

合乎历史逻辑，根植历史，基于史实。革命实

践为革命精神提供了赖以存在的土壤，没有在

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下开展的具体实践，

就不可能形成内涵丰富和形象生动的革命精

神。三是要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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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能够体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价

值导向和目标要求嵌入到精神内涵之中。四是

要紧跟价值观传播的内在规律，在文字表述上

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精益求精，努力做到

内容上既精辟扼要又通俗易懂，形式上既对仗

工整又朗朗上口，从而不断加强建党精神内涵

传播的广度、深度和热度。

二、建党精神与上海城市文化

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视察

时强调，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党成立后党中央

机关长期驻扎上海。与会学者纷纷表示上海是

建党精神孕育的沃土，而建党精神也成为当下

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来源。立足新时代，要充

分发挥好上海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资源的积极

作用，为实现上海建设“五个中心”和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源

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上海在中国共

产党创建史上发挥的独特作用和占据的重要地

位，为深入挖掘和研究上海的红色基因、传承

和弘扬建党精神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即将迎来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伟大历史节点，召

开“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学术研讨会具

有重要意义。上海不仅拥有丰富的党史资源，

也有着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而上海交通大学

“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为建

党精神研究提供广阔的学术平台，推动上海成

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建党精神的研究高地。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周承教授认为，上

海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原点和红色文化

的源头。辛亥革命后，武昌起义掀动的革命浪

潮转移到上海，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

革命另辟蹊径的理想之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旗帜在上海举起，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上海树

起。作为上海的理论工作者，应该主动承担起

传承和弘扬建党精神的责任使命，在学术研究

和政府决策咨询方面贡献智慧和力量。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

忻平认为，建党精神与上海城市精神之间密切

关联、高度契合，其共同点就体现在创新、开

放、包容、变革，这是中国共产党必然在上海

创建的原因所在。挖掘弘扬建党精神的时代价

值，更好地彰显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地位和

作用，能够转化为奋力谱写上海城市发展新篇

章、加快实现总书记交付上海各项重大战略任

务的精神动力。一方面要以建党精神为引领，

勇当标杆、敢为闯将，以排头兵的姿态和先行

者的担当，在引领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中有新

的作为，不断推动上海勇立潮头、实现创新发

展。另一方面要用建党精神来滋养城市文化，

把讲好上海建党故事、挖掘上海红色资源作为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关键一笔，不断提升上海

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自信。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上海市委

党校教育长梅丽红教授认为，上海作为伴随中

国现代化进程诞生和发展的国际性都市，具有

中西交融、南北汇聚、变化更新的文化基因。

这不仅孕育了上海作为“东方巴黎”的时尚摩

登，更培育了上海作为红色之都的精神根基。

正是由于近代上海独占鳌头的工业文明、独特

的城市文化特质和挺立时代潮流的先锋品格，

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建党活动所表现出的精神特质，又流淌在上海

城市精神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新时期上海作

为全国改革开放前沿和窗口一直领风气之先、

创造诸多“第一个吃螃蟹”记录的精神之源。

立足当下，必须继续传承上海的红色基因和精

神财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保持锐意

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

气，着力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继续当好

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努力

把上海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

三、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

在近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独特的红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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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规律性来看，研究建党精神和红色文化

发展，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必然，也是一种自然

的结果。新时代强调坚定“四个自信”，与传

承和弘扬建党精神和红色基因具有直接的、内

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在互联网科技快速发展的

时代，建党精神和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还要

积极发挥大数据时代的优势，通过新技术、新

媒介进一步丰富建党精神和红色文化的价值塑

造和现实转化手段。

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副部

长周晔提出，一个政党真正意义上的建立，一

定是以指导思想的确立为前提的；一个政党要

强大，一定是以理论的强大为准绳的。中共一

大制定了党的纲领，正式完成组织创建，但是

千万不要丢下思想建党的理论起点。要牢牢把

握中国共产党创建实践及建党精神，就必须从

思想建党的理论起点去探寻马克思主义诞生的

源头活水，从原点上去理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使命，而《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由陈

望道翻译并在上海出版，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

建党实践及建党精神的一把“金钥匙”。

此次学术研讨会是拓展建党精神研究的起

点，与会学者提交的初步研究成果，为下一步

研究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和资料支撑，但

仍存在一些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空间。一是进

一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党精神

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重要论

述。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并号召全党做到“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开展建党精神研究，要深刻

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深入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建党精神和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的相关论述，将其作为开展研

究的思想指南和理论先导。二是进一步基于建

党实践历史来提炼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开展

建党精神研究，要运用历史学的研究范式，通

过挖掘史料，深入分析近代历史和上海都市社

会的现代性表征对中国共产党创建所起的决定

性作用，以及建党精神孕育生成的历史必然性，

（下转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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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和中华民族精神内

涵的生动象征。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建党精神

作为红色文化的源头活水，要发挥好内含的精

神力量，不断实现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用红

色基因补钙壮骨，弘扬社会正能量，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立信会

计学院教授徐光寿表示，革命绝不仅仅是传统

意义上的一个阶级通过自上而下途径推翻另一

个阶级的暴力斗争，更是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代替旧的社会制度以实现社会进步。二者必须

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前者虽然会有流血牺牲

和残酷性质，但后者则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和

先进性质。所以，无论就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历

史而言，还是就近代中国180年的探索史，尤其

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而论，都绝不能贬

低革命甚至否认革命的价值。要把革命文化尤

其是红色文化当作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宝贵财

富。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

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文化

形态，具有先进的政治文化理念、高尚的精神

品质、创新的文化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人

一种独特的新文化形态。在民主革命时期，革

命文化在摧毁封建意识形态、为革命观念注入

理想色彩、为革命行为赋予价值意义等方面曾

发挥着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化在

彰扬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弘扬

大公无私、公平正义、见义勇为等方面仍然发

挥着积极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们要更加坚定革命文化自信，坚决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福进认

为，红色基因与建党精神密切相关，两者是整

体与个体、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既都是国家文

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都是新时代文化强

国建设的成功体现。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具有极

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要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普遍性

和特殊性的关系原理，从建党精神与红色文化

在主体和目标上的同构性，着手展开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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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大力弘扬建党精神的原则、目标、路径，

为建党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扬指明方向。

本文系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诞生地

史料挖掘与建党精神研究”专项课题“中国

共产党建党精神内涵研究”（项目编号：

2019ZJD001）、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生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FDMYXC1802）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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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看齐”的表率，自觉维护中央权威，自觉

与中央步调一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动

了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

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10]它面向

全体党员，强调学习党章党规、系列讲话，做

到知行合一，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融入党员的

日常生活之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用党的

创新理论武装头脑，通过多次集体学习和全覆

盖的学习培训，有利于广大党员干部守住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找到自身存在的差距，贯彻落

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十八大后，连续开展的四场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既一脉相承，又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

通过价值培育手段，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内化于每个共产党人

心中，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政

治本色，促使其自觉抵御腐败，从而推进反腐

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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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党实践出发，科

学提炼和深入阐释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三是

进一步总结新时代弘扬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和

具体路径。任何一种具有存在意义的革命精神

都是跨越时空、永不过时的，尤其能在回应现

实重大问题时发挥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感

召力。开展建党精神研究，要从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等维度，剖析建党精神

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并从方法论层面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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