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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初心薪火

相传，把使命勇担在肩。”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考察时强调



前言

   2020年1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学
习“四史”的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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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什么是“四史”？

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走向成熟的实践史1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

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总结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统筹推

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

成长为世界上为数不多、具有强大政治领导能力的成

熟政党。 

        中国共产党也遭遇过历史挫折，但都能正视和

解决实际问题，使自己变得更加正确、更加强大，成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之无愧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什么是“四史”？

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建设新中国的实践史2

     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己任，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



什么是“四史”？

改革开放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
善和发展的实践史

3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的一次伟大

革命，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

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什么是“四史”？

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政治力量3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社会主义发展史

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最强大的引领力

量。



为什么学“四史”？

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1

党史、新中国史铭刻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2

“四史”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和实践史3



第二部分 



山河破碎与百年逐梦

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败，破解“技不如人”1

l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北洋水师在中日

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失败。

单从技术上想办法显然不行了，

于是我们开始从制度和政治上寻求出路。



山河破碎与百年逐梦

戊戌变法——破解“制不如人”2

l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戊戌变法持续了103天，

又称“百日维新”。

l 政策不落地就只能是废纸。戊戌变法最后以光绪被囚禁，

戊戌六君子被砍头结局。



山河破碎与百年逐梦

辛亥革命——再破“制不如人”3

l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这时，一些人认识到，

只有根本改变国民性，才有可能搞政治和

技术的革新。



山河破碎与百年逐梦

新文化运动——破解“文不如人”4

l 新文化运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

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l 随着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的中

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

动。

此时，共产国际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认为凡是工人阶级比较强大的地方，都有建立共产党的可能

性。



山河破碎与百年逐梦

中国共产党今天是一棵参天大树，拥有9000多万共产党员。

为什么这棵幼苗在那样的年份、月份和条件下破土而出？

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三点没有做到：

l 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l 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

l 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



第三部分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

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维经斯基一行先到北京，会见了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

维经斯基一行又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l 1920年4月

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

l 1920年8月和10月

但是，偌大的中国只有两个党组织还不够，此后山东、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又纷纷建立党的发

起组，这下力量就相对强大了。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因为这些党小组比较分散。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

l 1921年6月初

来自各地的代表陆续汇聚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就是中共一大。

l 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兄李书城的寓所正式举行。

l 7月30日，由于受到租界巡捕的干扰，最后一次会议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

l 1921年7月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

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代表陈公博，

旅日代表周佛海，

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参加中共一大的有哪些人？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2017年10月31日

习近平同志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

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

江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

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

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

的根脉。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

l 1922年7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包括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

战线问题。

l 1923年6月

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l 1924年1月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北伐动员令发布，此后制定了一个策略，叫“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实行

各个击破。

l 1926年7月

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

l 1927年4月12日

汪精卫在武汉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l 1927年7月15日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l 1931年11月7日

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我们失败了？

l 蒋介石发现此前剿灭不了红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和老百姓关系太好了，于是在第五次“围剿”

期间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放七分精力在政治工作上，这是软的一手；军事上建立碉堡，

这是硬的一手。

l 与此同时，我们党的中枢指挥系统也出了问题。前四次反“围剿”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指挥的，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掌握了党政军权，同时任用不怎么有实际战斗经验的

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由于人数锐减，我们无法保住中央苏区，只能开始战略转移。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

l 1934年10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同志

进入军事“三人团”。

l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毛泽东同志说，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

l 谈判期间，双方达成《双十协定》。然而此后，国民党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

l 1945年8月28日

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l 1945年9月9日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解放战争很快胜利的原因之一

战场上战略态势的转移有战场外土地政策的衔接与配套。

l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l 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使解放区一亿多农民获

得了土地。

党的成立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之梦



第四部分 



党的探索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之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

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毛泽东同志提出：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党的探索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之梦



问题产生的原因：

l 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滥

发纸币，发行量增加1445亿倍；

l 物价暴涨引起投机倒把盛行，不良商人

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为了稳定物价，获取财政经济好转，

党和政府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

两大“战役”：

l “银元之战”（使用政治手段）；

l “米棉之战”（使用经济手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经济方面面临的最严峻形势，莫过于物价飞涨和
财政赤字两大问题

党的探索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之梦



l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同志用一个半月

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

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l 《论十大关系》从生产力的角度找到了我

们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

《论十大关系》

l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

话，这是从生产关系方面寻求社会主义道

路自身建设的一种尝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党的探索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之梦



第五部分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楚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

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

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l 1978年12月

党的十二大召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

l 1982年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党的十三大召开，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

大体分三步走。

l 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

l 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

l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

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l 1987年

“三步走”步幅不一样

p 第一步10年，

p 第二步10年，

p 第三步50年。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

l 1992年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

目标是：

l 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l 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

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l 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l 1997年

p 第一步10年，第二步10年，第三步30年。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我们党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

其中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八大完成了领导人的平稳交接。

l 进入21世纪以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l 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l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

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l 2017年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即“新时

代”作出了科学界定，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作出了新判断，并为破解重大时代课题提

出了新的行动指南，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

党的新征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



第五部分 



百年逐梦与经验启示

第一，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特别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
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

第二，一定要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要不断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第三，一定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特别要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一定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五，一定要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特别要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提高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逐梦之路是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只要我们党把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

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百年逐梦与经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