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
量源泉。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
之际，党中央决定在全党集中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充分彰显了我
们党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坚定
信心、 面向未来的历史自觉，对
于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伟业，对于坚定理
想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推进党的
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具
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 民政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从党的辉
煌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勇气和智
慧，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扎实推进新时代民
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
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党史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根
脉和精神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教
导我们：“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
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
行的力量。 ”在党的百年华诞之
际，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
时。 民政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
召，迅速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的
热潮。 民政系统广大党员、干部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
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投身党
史学习教育，在学深、学透、学实
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一要学党史把牢政治方向，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学好党
史，方向是第一位的，必须旗帜
鲜明讲政治。 党的百年历史证
明，“四个意识” 始终是统一意
志、 凝聚力量的强大思想武器，
只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党才能更
加团结统一， 更加坚强有力，才
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党史
学习中， 必须把牢政治方向，强
化新时代民政工作的政治属性，
深刻认识民政机关首先是政治
机关、 民政工作是重要政治工
作， 时刻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
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
意志，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政
治上的明白人。

二要学党史保持政治定力，
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一部党
史，苦难辉煌，赢得了百年民心，
赢得了世界尊重，这是我们新一
代共产党人奋斗新时代、奋进新
征程，引以为豪的历史底气。 在
党史学习中，要深刻认识历史和

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
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
史必然，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 坚定对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的信念，坚定对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从
灵魂深处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进
一步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切实增强
推动新时代民政事业改革发展
的历史自觉和政治定力。

三要学党史永葆政治忠诚，
进一步做到“两个维护”。 维护党
的权威和党的领袖权威、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 党的
历史证明，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是党的生命，没有坚强正确的领
导核心，革命事业必定会遭遇挫
折。 在党史学习中，我们要深刻
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和人民领袖地位是历史决定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
历史的必然。 要通过学习党史，
进一步增强忠诚核心、 维护核
心、看齐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立
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
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深刻领会党史的重大历
史价值

党的百年历史，蕴含着丰富
的政治营养和精神瑰宝。 这些
宝贵的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
久弥新。 民政系统广大党员、干
部要认真学习党史这门“必修
课”，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重大
历史价值。

一是深刻领会党史一以贯之
的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百年党

史， 就是一部我们党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
斗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懂得党的初心和
使命之可贵， 理解坚守党的初心
和使命之重要。 我们党作为百年
大党， 要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
护和支持， 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 必须始终牢记初心、 担当使
命。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在党史
学习中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
旨的认识，深刻感受“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一重要论断
的历史穿透力和真理感召力，始
终保持共产党人来自人民、 依靠
人民、为了人民的政治本色。牢固
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
理念， 自觉弘扬民政人的“孺子
牛”精神，把学习“孺子牛”、争当

“孺子牛”的热情转化为践行初心
使命的责任担当， 转化为贯彻落
实中央关于民政工作各项决策部
署的有效行动， 在学习党史中永
葆为民初心， 在奋发有为中践行
复兴使命。

二是深刻领会党史蕴含的
思想伟力。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要求。
勇于进行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
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 100
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形成了
一整套系统科学的思想理论体
系。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
武装就要跟进一步。 在党史学习
中，我们要深入把握党的创新理
论的发展脉络，深刻领会党史蕴
含的思想伟力。 深入理解、全面
掌握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
创新成果。 更加深刻领悟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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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属性，系统掌
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 准确把握其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
要求。 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合一， 深刻领会其科学性、真
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进一步增
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并转化为指导新时代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

三是深刻领会党史承载的
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 百年党
史，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精神谱
系，可歌可泣，彪炳千秋。 通过学
习党史，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
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始终牢
记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精神永
不过时。 立志做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继承光荣
传统、弘扬优良作风，把好传统
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
时代， 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注重用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
信念、凝聚力量、鼓舞斗志，不断
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鼓
起民政人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以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更加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迈向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三 、 科学把握党史的学习
方法

学好党史，离不开科学的方
法论。 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
法，才能学深学透党史，才能做
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
其所以然， 才能真正明辨哲理、
领悟真谛，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首先， 要坚持正确历史观。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历史是一

面镜子， 要从历史中得到启迪、
得到定力。 在党史学习中，必须
秉持大历史观，深刻总结历史经
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大
势。 我们的历史视野中， 要有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史， 要有 500
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有中国
人民近代以来 180 多年斗争史，
要有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奋斗
史， 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70 多
年的发展史， 要有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实践史，要有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我们要
透过学习党史，思接千载、视通
万里、参悟大道，学会在历史的
长河中观照世事变迁，以深邃明
亮的历史眼光贯通过去、现在和
未来，从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 等道理， 更好认知内外变
局、明确发展大势、坚定必胜信
心，更好书写新时代民政事业发
展的新篇章。

其次， 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根本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
员领导干部提高辩证思维等能
力。 在党史学习中，我们要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善于运用创新思维、 辩证思维，
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抓住关
键、找准重点、阐明规律。 要坚持
政治性与历史性的科学统一，善
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把握历
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分清主流
和支流。 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
虚无主义，坚持客观地而不是主
观地、 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
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
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
立地认识历史、分析历史，正确
把握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
壮大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无
往而不胜的内在哲理。

再次， 要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
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
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
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反之，
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
至出现严重曲折。 在党史学习
中，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
思主义学风， 做到知行合一、学
以致用。 要透过学习党史，充分
认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
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功
之道。 要以历史观照现实，坚持
问题导向，清醒认识世情国情民
情，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正
确把握时代大势， 找准历史方
位，明确发展方向。 要坚持求真
务实、真抓实干，不好高骛远、不
脱离实际，着力把党中央关于民
政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
处、见到实效。 （下转 04 版）

■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 李纪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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