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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

Topic 专题

一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我们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
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既不
偏离“一个中心”，也不偏废“两
个基本点”， 把践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坚决抵制
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
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
和政策措施。 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做到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
尊大，扎扎实实夺取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胜利。

（2012 年 11 月 17 日在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

二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

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
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信念，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
精神支柱。 形象地说，理想信念
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
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不坚定，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
骨病”。 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
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
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2012 年 11 月 17 日在十八
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
时的讲话）

三
革命理想高于天。 没有远大

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
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 也不
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在我们党 90
多年的历史中， 一代又一代共产
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
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 尽管他
们也知道， 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
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
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
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
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 正所
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今
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
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
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
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
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
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
奋斗、 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
至生命。 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
切及时行乐的思想， 一切贪图私
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
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2013 年 1 月 5 日在新进中
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
的讲话）

四
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

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
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
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
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 和平建
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
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
坚定确实比较难，X 光、CT、核
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

当然，也不是不能检验。 那
就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
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
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
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
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难
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
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这样的检验需要一个过程，不是

一下子、经历一两件事、听几句
口号就能解决的， 要看长期表
现，甚至看一辈子。

（2013 年 6 月 28 日在全国
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五
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

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
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
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
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
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 思
想上松一寸， 行动上就会散一
尺。 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
不等于永远解决。就像房间需要
经常打扫一样，思想上的灰尘也
要经常打扫， 镜子要经常照，衣
冠要随时正， 有灰尘就要洗洗
澡，出毛病就要治治病。

（2014 年 10 月 8 日在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
会上的讲话）

六
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

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
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
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
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
党员。 革命理想高于天。 实现共
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
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
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东西， 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
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
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
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

（2015 年 1 月 12 日在中央
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
会上的讲话）

七
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写在

入党誓词里的，是对党员最根本
的要求。如果党的高级干部对党
的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丧
失了信心，那我们党、国家、民族
还有什么希望？高级干部必须坚
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
人民的忠诚， 牢固树立党的观
念，始终做到党性坚强、党纪严
明，确保政令畅通，维护党中央
权威。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
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时刻
警惕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2015 年 10 月 29 日在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的讲话）

八
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

忘记初心。 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我们要固
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
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 世界社会
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
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
主义信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信念，就会土崩瓦解。

（2015 年 12 月 11 日在全国
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九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 95 年的

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
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
前走， 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
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
为什么出发。 面向未来，面对挑

战，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十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

旗帜。 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
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
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就在于
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
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并坚持在
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 这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
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
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
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 无论是处于顺境还
是逆境， 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十一
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

理论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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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
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
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
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
的基础之上。 我们坚定，是因为
我们追求的是真理。 我们坚定，
是因为我们遵循的是规律。我们
坚定，是因为我们代表的是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

（2016 年 10 月 21 日在纪念
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下转 03 版）

11 月 1 日出版的第 21 期 《求
是 》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
重要文章 《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
神之钙》。

文章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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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理
想信念 ， 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
产主义远大理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 ，也是
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理
想 信 念 就 是 共 产 党 人 精 神 上 的
“钙 ”，没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不

坚定 ，精神上就会 “缺钙 ”，就会得
“软骨病”。

文章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
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始终是共产党
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理想信念的坚
定， 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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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定 ，是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真理 ，是因为我
们遵循的是规律， 是因为我们代表
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我们党
取名为 “共产党 ”，就是认定了共产
主义这个远大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
远大理想， 就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信念。
文章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

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 ，是有客观标准的 ，那就
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 ， 能否吃苦在前 、
享受在后 ，能否勤奋工作 、廉洁奉
公 ， 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
搏 、去奋斗 、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
力乃至生命 。 一切迷惘迟疑的观
点 ，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 ，一切贪
图私利的行为 ，一切无所作为的作
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

文章指出，和平建设时期，检验
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 ，主要

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
有政治定力， 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
旨意识 ， 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 ，
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 、 享受在后 ，
是否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
重担 ，是否能经得起权力 、金钱 、美
色的诱惑。

文章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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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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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如下：

坚定理想信念 补足精神之钙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