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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思想做品质 接地气有温度

序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

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

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

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

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

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

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

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

恢宏的史诗。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

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

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

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斗争本领和应对

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继

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

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

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

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

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

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

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

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

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

根本社会条件。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

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

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

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

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

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

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

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

专制制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

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

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

命力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

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

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

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

从此焕然一新。

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

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

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

反封建斗争。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制定民主革命纲

领，发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

动，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建立，领

导全国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掀起大革命高潮。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

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

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

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

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

到惨重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

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

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

反革命。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

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八七会议确

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党领导举行

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但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事实证

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

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

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

情的革命道路。

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

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

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

打土豪、分田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

军原则。随着斗争发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

地和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

赣、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

地。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发展了党和其他

革命组织，开展了群众革命斗争。然而，由于王明

“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

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

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到陕北。“左”倾路

线的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

损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

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

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

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

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

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

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

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

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

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

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日本

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

头，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

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

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七七事变后，党

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

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

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

日根据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

其他人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

中流砥柱，直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

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

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

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

向战略进攻，打赢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

江战役，向中南、西北、西南胜利进军，消灭国民党

反动派八百万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党领

导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

气概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为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

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

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

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建

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

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

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

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

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党

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

大成效。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

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

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

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

前统一和团结。

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

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

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

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

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

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

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实践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

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

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

返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
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

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

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肃清国民党反动派

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

陆完全统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

改革，进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 （下转3版）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我就 《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

明。

一、关于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议题的考虑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

验。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

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

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

事情办得更好。”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

胜利的关头，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

会 通 过 了 《关 于 若 干 历 史 问 题 的 决

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

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

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

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

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

了一致，增强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

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有力促进了

中国革命事业发展。

（下转2版）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习近平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记者 杨依军）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1 月 16 日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

行视频会晤。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

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

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指出，当前，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

段，人类的“地球村”也面临诸多挑战。中美作

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

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共同推进人

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是中美两国和世界

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

同使命。

习近平强调，推动中美各自发展，维护和平

稳定的国际环境，包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新冠

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都需要一个健康稳

定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形成共识，积

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这是造福

两国人民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习近平指出，过去 50 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最

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

国和世界。未来 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历史是公正

的，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无论是非功过，历

史都要记上一笔。希望总统先生发挥政治领导

力，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

习近平强调，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

训，新时期中美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一是相

互尊重。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

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发展权利，平

等相待，管控分歧，求同存异。二是和平共处。

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必须坚守的底线，美方提出

中美可“共存”，还可加上两个字，即和平共

处。三是合作共赢。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合则两

利、斗则俱伤。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

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

搞你输我赢。

习近平强调，中美应该着力推动四个方面的

优先事项：一是展现大国的担当，引领国际社会

合作应对突出挑战。在这方面，中美合作也许不

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中方

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

如此。二是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

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我愿通过

多种方式同总统先生保持联系，为中美关系指明

方向、注入动力。中美在经济、能源、两军、执

法、教育、科技、网络、环保、地方等诸多领域

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中美可以利用两国外

交安全、经贸财金、气候变化团队等对话渠道和

机制平台，推动务实合作，解决具体问题。三是

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

系脱轨失控。中美存在分歧很自然，关键是要建

设性管控，避免扩大化、激烈化。中方当然要维

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方务必谨

慎处理好与此有关的问题。四是加强在重大国际

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为世界提供更

多公共产品。天下并不太平，中美应该同国际社

会一道，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

护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

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

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发展道路和战略意图。习

近平指出，我们刚刚召开了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

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在

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远远不够，还要继

续努力。我上任时就公开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发展最大内生动力，是一个

必然的历史趋势，谁想阻挡这个历史趋势，中国

人民不会答应，也根本阻挡不了。 （下转2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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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汲取智慧和力量 奋力拼搏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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