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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伟大建党精神探微

齐卫平    田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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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建党精神内涵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整体。“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居于伟大建党精神内涵

的首要地位，树伟大建党精神之魂，立伟大建党精神之根。“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贯穿于中国

共产党百年实践，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而形成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历史。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具有统领意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则是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统领

意义的集中体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

理想提出了新要求。

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根树魂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

提出“伟大建党精神”重大概念，并用“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4句

话32个字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其中，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居于伟大建党精神内

涵的首要地位并具有统领意义。深刻领会和把

握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和实质，需要深入研究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句话的理论含义和

思想逻辑，在学深弄懂悟透基础上提高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为伟大建党精神铸根树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

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一次次奋

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

追求。”[1]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放在伟大

建党精神内涵的首位，就是基于这个思想逻辑。

何谓真理和理想？真理是指反映实际的道

理，代表人们主观认识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相

一致的科学思想。坚持真理才能深刻把握规律

从而保持精神主动。理想是指经过慎重选择而

确立的期望目标，代表人们为之奋斗的行动逻

辑。坚守理想才能把握方向，站稳立场，认清

道路，从而保持思想的历史自觉和行动的精神

主动。一种思想能否成为真理不是由哪个人、

哪些人说了算的，而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它具

有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性。中国共产

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就是因为马克

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实践

取得了成功，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

坚定信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按客观规

律办事。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就是以共产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年，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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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为远大目标，在实现一个个奋斗目标的循

序渐进发展中不懈奋斗。伟大建党精神体现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理想观，坚持真理、坚守

理想构成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

观的精神内核。

真理和理想是指路明灯，追求真理和理想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品格。“一个政党有

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

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

次次奋起。”[1]缺乏真理和理想的指引，中国共

产党人就不可能有好的修养、好的习性、好的

作风、好的纪律，就不可能有科学的思维方式

和正确的行为样态。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

的问题，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归根到底是理想

信念的动摇和丧失。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安身立命之本。

党中央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

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

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缺失开始，丢

掉真理、放弃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前

进道路上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滋生惰性，成为

没有灵魂的躯壳。中国共产党是否坚强有力，

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

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中

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

生不息，就是因为始终不渝的真理追求和理想

坚守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伟大建党精神以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根树魂，丢了这个

根本，中国共产党人就丢掉灵魂；失去了这个

灵魂，中国共产党就会瓦解走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

持真理、坚守理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他把理想信念形象比喻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

钙，强调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

钙”，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

摇西摆。他把理想信念视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开关”，强调不拧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

519页。

紧这个“总开关”，思想就会滑坡，病毒就会

缠身。他把理想信念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

斗的动力来源，强调理想信念动摇了，必然背

离党的宗旨，做人做事就会走偏走邪，思想就

会百病丛生，人生就会迷失方向。他指出：

“党员干部有了坚定理想信念，才能经得住各

种考验，走得稳、走得远；没有理想信念，或

者理想信念不坚定，就经不起风吹浪打，关键

时刻就会私心杂念丛生，甚至临阵脱逃”[2]，

“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

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3]，“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是共产党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经受任何

考验的精神支柱”[4]。“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从“根”和“魂”上坚挺伟大建党精神的脊梁。

理想信念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提供一种价值

的选择，人有理想信念就形成了奋斗的动力，

政党有理想信念就树立了前进的目标。中国共

产党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作为安身立命

的根本，要求全党以科学思想为指导，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伟大建党精

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牢牢把握住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个伟大建党精神的

灵魂。一方面，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

党，通过践行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党内政治

文化，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严格党的纪律和规

矩，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另

一方面，坚决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伟大斗争，

以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的实践，提高破解各种

难题、应对各种挑战、战胜各种风险的能力，

确保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接续奋斗中再创新

辉煌。

真理与理想紧密相联系，把马克思主义

作为真理坚持不动摇，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

[2]《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日。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398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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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奋斗目标

不懈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伟大建党精神

的核心要义。坚持真理能使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保持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自觉，始终保

持着站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主动。坚守理想能使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立党兴党强党的清醒头

脑，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百

年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历经千锤百炼而

朝气蓬勃，靠的就是真理的始终坚持和理想的

始终坚守。有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体现

的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必将坚不可摧、

牢不可破，党和国家事业必将兴旺发达、长治

久安。

二、“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年来，始终是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

党。”[1]“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

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2]一百年前，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历史产

物，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正是以孜孜不倦探寻

真理和追求理想的精神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共产党全部实践体现的就是为真理而斗争、

为理想而奋进的历史，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正

是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而形成源源不竭的精

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真理指导实践、以

理想为奋斗目标，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

际情况出发，不懈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

路。党的一大纲领可以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的精致版，虽然在把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还有认识上的不足，但

体现了对真理和理想的追求。党的二大确立了

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

[1]《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日。

[2]习近平：《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

富》，《求是》2021年第17期。

最低纲领，把远大理想与现实任务相结合，体

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坚定性。1922年8月，

周恩来在一篇文章中阐述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时写道：“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革命的

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3]在深入发展的实践

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坚持追求真理和坚

守理想，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赢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后，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实

践中，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把实现共产

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领导伟大社会

革命不断深入推进，在艰苦奋斗、攻坚克难、

砥砺前行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四个现

代化”建设的目标，胜利完成全面脱贫的任

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现实任务和阶段性目

标的一步步实现，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而不

懈奋斗。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实践在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史实践的多个层面上展开。首先，

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

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通过实现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实际

行动，体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执着追求。

其次，始终执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奉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制定正确的

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国家发

展和社会进步，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与领导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实践相结合。第三，把远大理想和现实

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

一，倾听时代呼声，回应人民期盼，作出切合

实际的部署，把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内化为让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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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思想自觉，转化为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的行动自觉。

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的道路上涌现了许许多多杰出代表。为了寻求

真理，一批先驱者远涉重洋学习马克思主义。

1920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登上法国“波

尔多斯”号邮船开始了他的游学欧洲、追求真

理的新征程。初到欧洲留学时，周恩来曾说：

“谈主义，我便心跳。”他认真研究英、法、

德、意、美、俄等国的发展道路的长短异同，

“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逐渐意识

到，“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

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经过三年多的思

考和研究，周恩来选择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

己毕生的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

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

为他宣传奔走”。[1]

一大批共产党人为坚持真理和坚守理想

献出了自己的使命。李大钊被捕入狱后受尽敌

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以坚定的马克思主

义信仰体现共产党人不惧生死的气节，站在绞

刑架前，他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

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2]中国共产党里很

多人像李大钊这样表明了追求真理和理想的信

仰选择，用自己的生命坚持了真理、坚守了理

想，诠释了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既要与一切反动势

力作斗争，又要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

说：“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

持。”[3]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善于

及时发现思想和实践出现的失误，以光明磊落

的胸怀，公开承认错误，通过自身力量纠正错

误，这正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真理、坚守

[1]《周恩来早期文集（一九一二年十月——一九二四年六

月）》（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451、451、8、451、453页。

[2]《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5页。

[3]邸延生：《历史的真言——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新华

出版社，2006年，第498页。

理想”的体现。

在和平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发扬光

大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光荣传统。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英雄模范之所以能够赴汤蹈火、

舍生忘死，之所以能够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之所以能够洁身自好、光明磊落，最根本的就

是他们对理想信念有执着追求和坚守。”[4]中

国载人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怀着“将最先进

的科学技术学到手，为中国人争气，为祖国争

光”的远大理想赴美留学。当得知新中国即将

诞生，他毅然决定回国服务。在回国受阻期

间，钱学森这位在万里之外的海外赤子，孤身

一人面对美国的反动势力，不仅没有屈服，而

且表现出中国科学家毫不畏惧的大气魄，坚持

为真理和理想而斗争。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

危为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和创

新管理，从青春到白发，半个世纪的风沙见证

了她对真理和理想的坚守。开山岛“守护神”

王继才和妻子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

艰苦环境中，默默守岛卫国32年，他们将祖国

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把孤岛建成了生机勃勃

的绿色家园，让鲜红的五星红旗每天升起在黄

海之滨。这些人、这些事的背后都体现出伟大

建党精神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内涵。

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

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

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5]

邓小平指出：“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

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

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

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

想。”[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如何变

化，不论条件如何变化，都风雨如磐不动摇，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

了真理而斗争，永远为了理想而斗争。”[7]这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年，第676页。

[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9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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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要论述鲜明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

理、坚守理想一以贯之的历史实践特征，一部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的历史。

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关系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具有统领意义。在党的

百年实践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种革命精神，如

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

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

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等，这些革命精神

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深刻把握伟

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和实质，就要厘清它与中国

共产党人各种革命精神的关系。

从党的话语使用看，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有一系列重要概念，如伟大建党精神、中

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党

的伟大精神，等等，这些概念有区别但紧密相

联系。党的伟大精神是总概念，伟大建党精神

是大概念，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整体精神的

总概念，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所有革命精神

的大概念，而以会议、区域、人物、事件命名

的各种革命精神是具体概念。把这些概念的关

系梳理清楚，有助于加深认识伟大建党精神与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关系。

为什么在已经有了很多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的概念情况下，还要提出“伟大建党精

神”？思考这个问题对深刻认识“伟大建党精

神”重大概念的提出和内涵揭示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在党的文献中，毛泽东、邓小平、江

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中央领导人对中国

共产党许多革命精神都作出过论述，准确提炼

概括了各种革命精神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形

成的各种革命精神都具有永恒的价值，不会

因为时代变化而过时，不会因为条件变化而失

效。但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

革命精神，体现个性内容的具体精神难以从根

本上体现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整体性。“伟大建

党精神”重大概念不以会议、区域、人物、事

件名称命名，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

共性。从这层意思说，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革命精神的精华荟萃，各种革命精神体现

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渗透在各种革命

精神之中，以具体名称命名的各种革命精神是

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哺育下产出成型的硕果。

伟大建党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精神有统领意

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则是伟大建党精

神具有统领意义的集中体现。建党精神4句话

32个字表达的精神内涵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统领“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

负人民”，真理和理想的信仰力量发挥着根本

性的作用。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中国共产党

人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而铸造形成的红色基

因。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之所以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不断

前进的根本动力，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把解放

全人类作为共产党人追求的远大目标。为实现

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确

立初心和使命的思想基础，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是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支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包含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这个重

大命题，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以谋人民幸福、

谋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为构造，由此形成了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代表中国最广

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坚持真理、坚守理

想”的伟大建党精神。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

人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而进行伟大斗争的

实践品性。狭义理解上，牺牲的意思是指付出

生命，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英烈抛头颅洒热

血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平建设时

期无数共产党员在生死考验关头挺身而出牺牲

在战斗岗位上，令人敬仰。广义理解上，牺牲

代表无私奉献，不怀私心、不图报酬、不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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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不求名誉，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踏踏

实实地辛勤工作。伟大建党精神是狭义的和广

义的牺牲的统一。牺牲与斗争相依存，要斗争

就会有牺牲，牺牲是进行伟大斗争的付出。无论

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

党为进行伟大斗争而作出的牺牲，都是中国共产

党人用生命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无畏实践。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

人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而自觉遵循的根本

原则。忠诚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

人的忠诚观具有特殊的含义，涵盖党和人民两

个对象，是忠诚组织与忠诚人民的统一和党性

立场与人民立场的统一。“坚持党性就是坚持

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

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

脱离党性的人民性。”[1]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贯彻落实。与党

离心离德，对人民不负责，是动摇和放弃理想

信念的表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把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统一起来。

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新时代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历史川

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

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

承下去、发扬光大！”[2]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

产党创建时形成，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是

一个具有时空超越意义的重大概念。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伟

大建党精神，既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实践表现出

革命精神的整体概括，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接

续奋斗提出精神秉持的时代要求。在向着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的新征程上，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是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7年，第23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8页。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补足共产

党人“精神之钙”，在强身固体上下功夫。坚

持真理、坚守理想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习。“从一定意义上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深度，决定着政治敏感的程度、思维视野的

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3]马克思主义是共产

党人的“真经”，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

论是中国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的看家本领，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深

弄懂悟透，才能为提高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奠定基础。树牢“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是新时代“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要求，全体共产党员要站

稳政治立场、把握政治方向、明辨政治是非，

坚定政治道路，必须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以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为精神支撑，担当起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职责。

第二，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深

刻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坚持真理永无止境，坚守理想永不停止。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

新治国理政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

和理论创造意义的重大思想、重大结论、重大

判断、重大战略，形成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

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是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与时俱进的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新思想是指导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强大思想武器。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好

全党，是新时代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的一项重大任务。

[3]《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

社，2016年，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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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相统一，发挥坚持真理、坚守

理想的感染力，凝聚党心民心。伟大建党精神

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远大理想的追求与现实

努力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做好当前工作。共产

主义理想需要几十代人甚至上百代人努力才能

实现。百年历史实践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不因理想实现遥远而放弃努力，而是通过坚持

不懈的奋斗体现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现实奋斗的共同理想，新时代弘扬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这篇大文章，动员全党、号召全国人民在

共同思想基础上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磅礴力量。

第四，勇于自我革命，以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的精神弘扬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对真理

的坚持和理想的坚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仅

体现对正确思想的坚持，也包括对错误思想的

改正。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把握永远

是一个动态过程。真理随着实践深入发展而形

成加深认识的需要，理想也在新情况新问题不

断涌现中面临挑战。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中发

生过各种各样的错误，党的建设中也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是坚持真理、坚

守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把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推进，必须发扬勇于自我革命精神，

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提高党的自

身修复能力，敢于在自己身上动手术，“坚决

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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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党不变

质、不变色、不变味”，[1]以坚毅的自我革命体

现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思

想内涵。

第五，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作为新时

代共产党员政治历练的必修课，做到始终信

守高举理想信念。让有限的生命为党和人民的

事业而燃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所在。加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9—

20页。

入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选择了毕生理想信念，

坚定理想信念是维系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生命的

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成坚定理想信

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年

轻干部要牢记，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

要常修常炼，要信一辈子、守一辈子。”[2]中国

共产党人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必须用

一生来将其实践，必须以毕生来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的决议》，这是对党的整个历史实践进行的自

我检视，充分体现了党的高度历史自觉和精神

主动。党的百年奋斗取得的成就，是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的结果，党的百年奋斗积累的经验，

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结晶。在这个历史决议

中，3处提到伟大建党精神，号召全党“大力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

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3]新时代新征程上，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

真理、坚守理想是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赢得更

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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