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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 10 月，一支 7000 余人的工农

红军队伍到达陕北、结束长征。从那时

开始，以延安为核心的陕甘宁地区，深刻

影响了一个古老国家的未来命运。

延安，是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

脚点”，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

“试验区”，也是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战争

的“转折点”。

13 年延安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由

小到大、由弱到强，从低谷走向高峰，最

终扭转了中国的乾坤。

2015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

察调研时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

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

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中共中央离开

延安已有 70余年。而延安精神却一直伴

随着滚滚延河水，超越了时空界限，散发

着永恒光芒。

2020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

察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

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

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

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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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革命圣地，更是革命者的精

神家园。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枣园的

灯 光 、杨 家 岭 的 会 堂 、王 家 坪 的 总

部……这片神奇的土地，在中国革命

最艰难的时期，孕育出伟大的延安精

神，推动中国革命从苦难走向辉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大革

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史经验和深刻教

训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

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1945 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制定了正

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确定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

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使全党在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

到了空前的团结。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

的灵魂，它集中体现在共产党人坚定不

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

1969 年 1 月，不满 16 岁的习近平从

北京来到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落

户。在梁家河村插队的 7 年里，习近平

先后写了 8次入团申请、10次入党申请，

才最终被批准入团、入党。支撑他的，正

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心中有信仰，前行有方向。延安

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青年和有

识之士，以“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

爬到延安城”的毅力，冒着生命危险长

途跋涉奔向延安，就是因为延安窑洞

里有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必胜的理想信

念，代表着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

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

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

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掷

地有声。

正是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

国共产党人才能在屡遭挫折和失败的

境遇下，激发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

命斗志和磅礴力量。从 1998 年特大洪

灾、2003 年非典疫情到 2008 年世界金

融危机，从神舟飞天、蛟龙入海到嫦娥

奔月，从港珠澳大桥跨海到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凤凰展翅”，中国人民在大事要

事和关键时候，总能在中国共产党带领

下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创造让世界刮

目相看的奇迹。

进入 2020 年以来，“胖五”家庭迎

新、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商用加

速、首列商用磁浮2.0版列车成功达速测

试……与此同时，全球疫情肆虐、贸易中

断、经济停滞，中国却在惊涛骇浪中持续

逆势奋进，原因何在？

“我们有定海神针！”一名网友的回

答简短有力，道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一个强大的国家，必有坚强的引领；

一个强大的政党，必有坚强的核心。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全

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实现深层次、根本

性的变革，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有力领导。

“站在历史新方位，更要主动从延安

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让信仰的坐标

永驻心间。”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

馆长茆梅芳认为，“只有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夯实思想根

基，牢记初心使命，方能凝聚同心，共筑

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开通！”2020年 7月 31日 10时

48 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引来经久不息的热

烈掌声。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标志着我国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目前，全球

已有 120 余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北

斗系统。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连一辆自

行车都造不出来，到制造自有品牌

汽车，再到凭借自己能力制造大飞

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

了 71 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辉

煌历程。

说到“自力更生”，就必须把视

线再次投向延安时期。1941 年，

为摆脱困境、打破敌人的封锁，陕

甘宁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有效

克服了严重的物资困难，保障了抗

日经费的供给。王震率领八路军

第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开辟了

“陕北的好江南”。自此，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成为延

安精神的显著特征。

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抗

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中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

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

力更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

成为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的不竭动

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

一贯的精神风貌。

蕴藏于人民之中的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精神一旦被激发出来，就

会创造改天换地的成就。革命时

期，500 多万民工用 80 多万辆小

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建设岁

月，河南林县的农民腰悬吊索，一

锤一锤在山崖上凿出红旗渠；改革

年代，“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

让一座新城在南海之滨拔地而起。

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人

民史诗。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传

家宝，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

富。今天的形势和条件，虽然同延

安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

国共产党人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

继续坚持和弘扬延安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

神，也为实现中国梦铺垫了雄厚底

气。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

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软着

陆，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世界第

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这是

人类第一次探访“谜之月背”；2020

年7月26日，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

机“鲲龙”AG600 在山东青岛附近

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标志着中

国搜索救援能力再上一层楼。

探月工程等重大项目的不断

突破，折射着中国由富到强的铿锵

步伐。现在，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

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

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稳

定器和重要发展引擎。奋进的中

国，变化惊人，活力喜人。

这是一个巨变中的时代，唯一

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精

神的坚守与传承。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总是挤满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人群。纪念馆

的留言本上，有参观者郑重写下这

样的话语：“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发

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靠自己的打拼开辟新的天地，把前

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15 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

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

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

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

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

念：要为人民做实事！”2002年，习近

平同志这样撰文回忆延安精神对自

己成长的洗礼。

共同的理想信仰，总是会在人

们心中激发出跨时代的共鸣。对于

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延安岁

月 最 值 得 怀 念 的 有 一 个 关 键

词——人民。

延安时期，不管是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建立后政权建设中的“三三

制”的实行，还是选举中的“投豆

法”，抑或政务人员公约的制定，都

让边区政府成为真正意义的人民政

府。194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为人

民服务，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

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这种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决

心，才成为中国革命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主心骨、先锋队，成为历史的选

择和人民的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99年

栉风沐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

走向另一个胜利，靠的就是始终把

“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这是

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也是中

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扛在肩头的

责任。2019 年 5 月 7 日，随着最后

两个贫困县延川、宜川脱贫摘帽，

曾经让中国共产党绝路逢生、成长

壮大的延安，从此告别绝对贫困，

加速走上全面小康的幸福大道。

“那时候太苦了，父亲只有几碗

剁荞面来招待毛主席。现在，延安

脱贫了！肉啊蛋啊，天天有！”生长

在延安的张瑞生老人一家，见证了

陕北这片黄土地的沧桑巨变。

而实现这一沧桑巨变的推动

者，正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中国共

产党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和第一民生工程，是我

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习

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亲力亲为、领

战督战的民心工程。

延安脱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的一个剪影。党的十八大以

来，从“稳就业、促就业”到城乡居民

可支配收入增加，从“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到城乡居民居住

条件不断改善，从持续深化公立医

院改革到全国统一城乡居民医保制

度全面实施……这些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中

央都放在最突出位置最优先解决。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延安时

期，陕北有首民歌唱道：“瓜连的蔓

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共产

党，共产党连的人民。”“正是因为

始终用延安精神这个‘蔓子’扎根

于人民群众之中，中国共产党才拥

有用之不竭的营养来源，才得到最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的 衷 心 认 同 和 拥

护。”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

学院）常务副校（院）长蔡钊利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党的七大会址位于延安杨家

岭，是著名的革命教育基地。2015

年 2 月 14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考察调研。他动情地说，这

里我来过多次，插队时每次到延安

都要来看看，每次都受到精神上的

洗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

勇气和责任担当，把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到治国理政各

个方面、各个环节，在实践中积累了

新的宝贵经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而延安，既是把“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理念印在习近平总书记心

灵深处的圣地，又是中国共产党确

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原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

主义错误。如何从“把马克思主义

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

验神圣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是遵

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最迫

切的历史任务。

1936年底到 1937年夏，毛泽东

同志在延安先后写出《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

等文章，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

的历史经验，力求在全党范围确立

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从 1942 年 2 月开始，他又领导全党

进行普遍整风，正式树立起了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是中国化的辩证法与唯物论，主

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

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实现兴党兴国的重要法宝。实践反

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

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

延安精神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

的永恒动力。发起“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目标、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建设伟大事业，靠的正是延

安精神中蕴藏着的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凝聚人心、开拓前进的强大精

神力量。

7月24日，首趟西安至乌克兰首

都基辅的中欧班列在西安新筑车站

准时发车。至此，中欧班列(西安)开

行线路15条，已达15国45个城市，实

现了欧亚区域全覆盖。在当今全球

命运共同体的大环境下，中欧班列不

仅仅密切联系着中欧贸易，也为欧洲

各国带去了战疫信心，为世界经济复

苏增添了更多活力。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一再证明，延安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

恒久价值。”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副院

长赵耀宏说，“弘扬延安精神，对于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第六期主题：延安精神

游人在延安市宜川县蟒头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 新华社发

陕西省延安市，延安革命纪念馆内，参观者正在参观学习。 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陕 西 延 安 宝 塔 山

下，美丽的城市风光。

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