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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学习
这部重要文献的重大意义

这部重要文献明史鉴今、指
引未来， 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
想性、时代性，学好这部重要文
献意义重大。

这是一部科学把握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权威著作，
深刻揭示了我们党发展壮大、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逻辑。 全书
多维度多层面展现了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深
刻总结了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接续奋斗
的光辉历程，深刻揭示了我们党
顺应时代潮流、 呼应人民期待，
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血与火的
淬炼中成长、在风云激荡的岁月
中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
必然；深刻揭示了我们党团结带
领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历史
必然。 我们要深入研读，深刻领
会我们党百年奋斗史蕴含的历
史逻辑，增强奋勇前行的历史信
心和底气。

这是一部传承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典范作品，深刻揭示了我
们党追求真理的理论逻辑。 全书
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
辉， 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指引
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奥
秘； 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不断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持续开辟
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历史必
然； 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所具有的真
理力量。我们要认真研读，深入领
会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中国、改
变世界的理论逻辑， 自觉运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洞察时代风云、 把握时代脉
搏、引领时代发展。

这是一部坚定践行理想信
念的经典文献，深刻揭示了我们
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的实践逻辑。 全书全面总结
了我们党坚定理想信念、团结带

领人民持续奋斗的伟大历程，深
情表达了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
念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的豪迈情
怀，深刻揭示了我们党坚守理想
信念、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实践逻辑。 我们要
认真研读，深刻领悟共产党人理
想信念的强大力量，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的信心和决心，奋力投
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伟大实践。

深刻领悟
蕴含其中的核心要义

这部重要文献系统回顾了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
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贡献，深
入总结了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
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
经验、铸就的伟大精神。 我们要
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把握其核
心要义。

深刻领悟我们党百年奋斗
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 百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 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
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
新的伟大革命，人民生活显著改
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
位显著提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
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
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
变革。 全书展现的这些重大历史
贡献，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卓
越的领导能力、高超的执政水平
和付出的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和强大生
命力，充分彰显了历史和人民选
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必
然性。 我们要学史增信，深刻领
悟我们党的伟大历史贡献，厚植
爱党爱国情怀， 保持政治定力，

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奋
斗新时代的历史自觉。

深刻领悟我们党百年历程
蕴含的深厚思想伟力。 百年来，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
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
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全书展现的这一系列思
想理论创新和创造，为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
引，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的思想密码。 我们要认真
学习，深刻感悟贯穿其中的思想
伟力，从中汲取思想滋养、增强
奋斗动力，不断增进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和情感认
同，凝聚起推动民政事业发展的
强大思想力量。

深刻领悟我们党百年历程
铸就的伟大精神谱系。 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 锤炼锻造的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
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 这集中体现了
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根本宗
旨、优良作风，凝聚着共产党人
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
的伟大品格，彰显了共产党人忠
诚与勇毅、信念与意志、奋斗与
牺牲等精神特质。 这些宝贵的精
神财富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是
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是鼓
舞全党全国人民风雨无阻、勇敢
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要认
真研读，在体会历史情境、把握
历史脉络中更加深刻理解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大力发扬红色
传统，赓续精神血脉，不断鼓起
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深刻领悟我们党百年历程
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 百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积累
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全书总

结的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
宝贵经验， 是我们党历经艰辛、
饱经风雨、长期摸索积累的精神
财富，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聚
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
毅。 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些宝贵经
验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这些历
史经验的时代价值，传承发扬党
的成功经验，增强开拓前进的智
慧和力量。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物质世
界的本质特性及人类社会发展
的客观规律，为我们提供了强大
思想武器。 我们要认真学习这部
重要文献，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
刻感悟蕴含其中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理。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党性
原则。 我们要准确掌握“党史姓
党”的基本要求，深刻把握贯穿
全书的党性原则，深入领会党史
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
张、 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看待党的
历史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深刻认
识我们党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
的政治追求、 纯洁的政治品质，
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政治
定力，永葆政治忠诚，做到学史
爱党、学史为党。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唯物
史观。 百年党史，就是一部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史和发
展史。 在学习中，必须充分认识
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洞察中国共
产党百年辉煌的哲学奥秘，才能
更好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 深刻认识党的历史
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充
分认识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过程中所起的核心领导
作用。 树立大历史观，从数千年
中华文明史和世界史中观照百
年党史，增强历史自觉，认清历
史大势。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自觉抵制歪曲党的历史的
错误倾向， 更好地正本清源、明
辨是非。 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坚
信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是真正的
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践
行群众路线，自觉保持同群众的
血肉联系，紧密团结群众、依靠
群众共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辩证
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
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必须深
刻领会贯穿全书的辩证思维，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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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
立地观照历史和评判历史，弄清

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
偶然性中的必然性。 学会运用辩
证思维，善于以发展的眼光洞察
问题， 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问
题，深刻把握现象和本质、可能
和现实、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内在
逻辑，通透古今、明辨哲理、把握
规律， 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
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实事
求是方法。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
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要深刻领会贯穿全书的实事求
是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重要人
物和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
中，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
个决议和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
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
议、重要人物等进行实事求是的
分析和评价。 自觉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善于运用理论联系
实际的科学方法，在实践中检验
和发展真理，从实际出发谋划发
展、落实政策、推动工作。

学史力行，
担好民政事业发展新使命

党史学习教育，重在学史力
行。 民政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结
合学习《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
命，凝聚奋进力量，在新时代开
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强化理论武装，把牢政治方
向。 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信
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补足精
神之钙，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
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淬炼、砥
砺政治品格、传承革命精神的丰
厚滋养，凝聚推进民政事业发展
的强大力量。 进一步深化民政工
作是重要政治工作的认识，加强
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
政治机关建设，切实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把牢民政事业发展的正确航向。

把握“国之大者”，找准民政
历史方位。 始终胸怀“国之大
者”，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 深刻领会党中央赋予民政
工作的职责使命， 深刻把握民政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历史方位。
深刻认识新时代民政工作政治
性、群众性、时代性、协同性特点，
把准民政工作是社会建设的兜底
性、基础性工作的功能定位，更好
履行基本民生保障、 基层社会治
理、 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能责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彰显民政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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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全书展现的这一系列思
想理论创新和创造，为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
引，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的思想密码。 我们要认真
学习，深刻感悟贯穿其中的思想
伟力，从中汲取思想滋养、增强
奋斗动力，不断增进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政治认同、 思想认同和情感认
同，凝聚起推动民政事业发展的
强大思想力量。

深刻领悟我们党百年历程
铸就的伟大精神谱系。 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 锤炼锻造的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
精神、 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
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 这集中体现了
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 根本宗
旨、优良作风，凝聚着共产党人
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
的伟大品格，彰显了共产党人忠
诚与勇毅、信念与意志、奋斗与
牺牲等精神特质。 这些宝贵的精
神财富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是
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传家宝，是鼓
舞全党全国人民风雨无阻、勇敢
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我们要认
真研读，在体会历史情境、把握
历史脉络中更加深刻理解共产
党人的精神谱系，大力发扬红色
传统，赓续精神血脉，不断鼓起
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深刻领悟我们党百年历程
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 百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积累
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全书总

结的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
宝贵经验， 是我们党历经艰辛、
饱经风雨、长期摸索积累的精神
财富，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聚
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
毅。 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些宝贵经
验的丰富内涵，准确把握这些历
史经验的时代价值，传承发扬党
的成功经验，增强开拓前进的智
慧和力量。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物质世
界的本质特性及人类社会发展
的客观规律，为我们提供了强大
思想武器。 我们要认真学习这部
重要文献，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
刻感悟蕴含其中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理。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党性
原则。 我们要准确掌握“党史姓
党”的基本要求，深刻把握贯穿
全书的党性原则，深入领会党史
必须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
张、 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看待党的
历史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深刻认
识我们党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
的政治追求、 纯洁的政治品质，
进一步坚定政治立场，保持政治
定力，永葆政治忠诚，做到学史
爱党、学史为党。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唯物
史观。 百年党史，就是一部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史和发
展史。 在学习中，必须充分认识
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洞察中国共
产党百年辉煌的哲学奥秘，才能
更好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 深刻认识党的历史
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充
分认识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过程中所起的核心领导
作用。 树立大历史观，从数千年
中华文明史和世界史中观照百
年党史，增强历史自觉，认清历
史大势。 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自觉抵制歪曲党的历史的
错误倾向， 更好地正本清源、明
辨是非。 坚持群众观点，始终坚
信人民是实践的主体、是真正的
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践
行群众路线，自觉保持同群众的
血肉联系，紧密团结群众、依靠
群众共同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辩证
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
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必须深
刻领会贯穿全书的辩证思维，坚
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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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
立地观照历史和评判历史，弄清

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握
偶然性中的必然性。 学会运用辩
证思维，善于以发展的眼光洞察
问题， 用矛盾分析方法分析问
题，深刻把握现象和本质、可能
和现实、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内在
逻辑，通透古今、明辨哲理、把握
规律， 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
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实事
求是方法。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
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基本
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要深刻领会贯穿全书的实事求
是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把党
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重要人
物和事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
中，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
个决议和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
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重要会
议、重要人物等进行实事求是的
分析和评价。 自觉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善于运用理论联系
实际的科学方法，在实践中检验
和发展真理，从实际出发谋划发
展、落实政策、推动工作。

学史力行，
担好民政事业发展新使命

党史学习教育，重在学史力
行。 民政系统广大党员干部要结
合学习《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
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初心使
命，凝聚奋进力量，在新时代开
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强化理论武装，把牢政治方
向。 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信
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补足精
神之钙，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
定理想信念、 加强党性淬炼、砥
砺政治品格、传承革命精神的丰
厚滋养，凝聚推进民政事业发展
的强大力量。 进一步深化民政工
作是重要政治工作的认识，加强
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
政治机关建设，切实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把牢民政事业发展的正确航向。

把握“国之大者”，找准民政
历史方位。 始终胸怀“国之大
者”，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 深刻领会党中央赋予民政
工作的职责使命， 深刻把握民政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历史方位。
深刻认识新时代民政工作政治
性、群众性、时代性、协同性特点，
把准民政工作是社会建设的兜底
性、基础性工作的功能定位，更好
履行基本民生保障、 基层社会治
理、 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能责任，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彰显民政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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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党的历史是共产党人的灵
魂根脉和精神家园，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
学习，围绕党的历史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是
其集大成者。 全书立意高远、视野
宏阔、思想深邃，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 我们要学深悟透《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 深刻领悟我们党的
苦难辉煌，深入把握党史蕴含的思
想伟力， 从中汲取奋斗新时代、奋
进新征程的智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