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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成功的奥秘
———简评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成功？》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
幸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简称“中国道路”）引领中
国取得了巨大成功，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前途命运， 还将继续指引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戴木才研究员主
编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成功？》一书，把中国道
路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地进行新民主
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链条
中来理解和阐发， 深刻地体现了中国道路的历史连续
性、 不可分割性和有机统一性。 全书从近现代以来中国
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和世界潮流发展的大局势中， 历史、
深入、 全面地回答中国道路形成和成功的奥秘： 中国道
路是如何形成的？ 又为什么能够成功？ 近百年来中国革
命、 建设和改革三者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为什
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之
路、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路和改革开放的创新之路？中
国道路的核心思想、本质要求、科学内涵、关键要素、奋斗
目标又是什么？这种探索，有利于纠正在中国道路问题上
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模糊思想，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
30年”相互否定的观点、否定“革命”的观点、把“革命”和
“建设”相对立的观点等，使人们深刻认识、倍加珍惜中国
道路的重大意义。

全书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注重历史与现实、传统
与现代、国内与国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有很强的思想
性，且文笔清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钟轩）

■宋学勤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已经70周年了，但那
段惨痛的历史留给人类的记忆却是
永远不应被忘却的。今天，当全世界
纷纷以各种形式来纪念这来之不易
的胜利之际， 日本极右势力为侵略
战争招魂的严酷现实与历史的交合
再次警醒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要重视这
份惨痛又珍贵的历史记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是
一部鲜活的现代启示录

立足于今天纷繁复杂的国际国
内环境， 回顾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
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总
结经验教训， 是历史送给全人类的
一份宝贵历史遗产， 必须倍加珍惜
和珍重。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
之急务， 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
者，其可缺之哉！ ”唐代史学家刘知
几这句被反复征引的史论箴言告诫
我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著名
史学家白寿彝一直倡导重视历史教
育，在论述研究历史对观察未来、认
识前途的重大意义时说：“我们总结
历史经验，总结文化遗产，不是为了
自我欣赏， 而是要产生社会力量，产
生社会的效果。如果是接受正确的历
史知识、正确的历史理论的人越来越
多了，那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社会
的进步越来越有利。有了更多的人看
到历史前途是什么，看到了我们的社
会要向何处走，全人类的社会要向何
处走，就在不同程度上，可以坚定他
们对工作的信心和工作的勇气，这对
于建设我们新的国家更为有利。 ”

我们学习与研究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史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其
根本目的就是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
大势，明确时代主题，通过历史认识
增加人们的智慧， 看清楚整个人类
社会前进的方向，以史为鉴，时刻保
持警醒。 历史认识集中起来可以汇
聚成巨大的精神动力， 其社会效益
是任何时候都不应被忽视的。 与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一样， 中国抗日
战争史就是这样一份珍贵的历史遗
产，其所蕴含的社会价值不可估量。

正确认识中国抗战史，是
培养中华民族自尊心、 自信
心，消除民族自卑心和民族失
败主义的最佳途径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
谈到， 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
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
放战争， 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天下兴亡、 匹夫
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

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
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
拔的必胜信念。 在此深刻认识的
基础上， 习近平总书记又特别准
确而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伟大胜利， 为中华民族由
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
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充分显
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
底的气概，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
上光复旧物的决心， 有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这一伟大胜
利，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永载人
类和平史册！ ”此论甚为中肯。

近代以来，国运逆转，由盛转
衰。在180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屹
立于世界东方的极其辉煌的大
国，从中亚高原到东海之滨，从蒙
古沙漠到南海海滩，版图之广，罕
有其及。 许多欧洲的著名哲学家
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歌德、伏
尔泰和亚当·斯密，对当时中国的
先进性赞誉有加。1800年后，国家
一直为内乱外患以及天灾等所困
扰，先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
义、天津教案、中法战争、甲午中日
战争等， 罕有和平稳定之日。 从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起，中国
历史开始成为国耻记录史， 以前
所引以为豪的泱泱大国沦为半殖
民地。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
没有带来和平、秩序与统一，却饱
受混乱和军阀割据之患。

长期以来， 中国内部的腐败
与外来侵略给社会带来了长时期
的衰落，中华民族深陷危机之中。
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
利， 取代了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国
家地位， 重新确立了东亚的国际
新秩序， 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
一跃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
任理事国之一， 极大地提升了中
国的国际威望， 夺回了中国在世
界上的大国地位， 一扫近百年来
的耻辱。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
各地都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胜利游
行，街头巷尾，人潮拥挤，热闹非
凡，犹如嘉年华会，极大地提升了
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

正确认识中国抗战史，
是强化中华民族历史认同
的力量源泉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胜
利， 是中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换
来的。正确地阐释这段历史，让每
一位中国人深刻理解民族力量并
非凭空得到而是长期地用鲜血和
汗水灌溉的成果， 从中可以认识
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历史及其力
量之源， 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历
史认同感。

抗战期间， 全国各族人民不
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阶层，纷
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

滚滚洪流中， 筑起了捍卫中华民族
的钢铁长城。 2014年7月7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77周年活动上指出：“新的历史条
件下，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大力弘
扬伟大抗战精神， 不断增强团结一
心的精神纽带、 自强不息的精神动
力，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奋勇前进， 不断以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告慰
我们的前辈和英烈！ ”学习历史，是
为了向历史学习， 要把从一连串事
件中获得的认知运用到另一连串的
事件上去，其目的不是为了向后看，
而是为了向前看；研究历史，目的就
是希望能对人类的未来， 做出更完
美的规划， 帮助人们创造更为光明
的前程。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引以自豪的
民族精神， 但任何一个民族精神的
生成都不是自发的， 它需要弘扬和
培育， 才能从一种为个别人所有的
高尚精神转化为民族的大多数个体
乃至整个民族所拥有的高尚精神。
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对其以往历史
了无所知，就不会产生对国家、对民
族深厚的感情，更不会有为国、为民
献身的决心与力量。 任何民族精神
都有自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
它们都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孕育
和形成， 并且通过历史记忆加以传
播的， 民族精神的力量来源于它的
历史积淀。 欲使其国民对国家有深
厚的感情， 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
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一个国家只
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 必须伴之以
具有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文化认同力
量，而这正是历史学职责所在。

老一辈史家都很清楚地认识到
历史学的此项功用， 而且在实践中
能够有所行动。 启功曾回忆他的老
师陈垣时说：“在抗战时期， 老师身
处沦陷区中， 和革命抗敌的后方完
全隔绝，手无寸铁的老学者，发愤以
教导学生为职志。环境日渐恶劣，生
活日渐艰难， 老师和几位志同道合
的老先生著书、教书越发勤奋。 ”陈
垣曾语重心长地说：“从来敌人消灭
一个民族， 必从消灭它的民族历史
文化着手。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不
被消灭，也是抗敌根本措施之一。 ”
大敌当前， 历史学家也能为保家卫
国尽一份力。

抗日战争时期， 民族觉醒和民
族精神的升华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
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 是近
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
没有一次比得上的。”面对民族存亡
的空前危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
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尊严而战，
汇聚起气势磅礴的抗战精神。 这是
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是中国人民
永远的精神源泉。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作
为反法西斯战争重要政治力
量的作用，是认清现实世情与
国情，解决当前复杂问题的基
础

胡乔木曾说：“历史问题本身就
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
在我们面前。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历
史中间的， 历史上的问题不可避免
地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历史
学是一门与现实共脉动的学问，只
要人们面对现实，就必须面对历史，
通过研读历史指出当代社会表象的
潜在构成因素。不同民族或国家，之
所以有那么不同的命运， 大体上与
是否能够吸取经验教训、 具备及时
和有效的纠错功能有关。 理性正视
和深刻反思历史， 是寻求解决现实
问题的基础。

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反人
道的思潮， 曾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
来巨大的灾难， 特别是日本法西斯
主义在中国犯下的严重罪行， 是中
国现代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 而现
今新的法西斯思潮和右倾化保守主
义有时极为猖獗。今天，在纪念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法西
斯战争持续的批判性反思仍是我们
的首要任务， 但更为重要的是正确
认识中国共产党作为反法西斯战争
重要政治力量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 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
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反法西斯战
争赢得胜利的重要政治力量， 这可
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

一是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而中国共产

党积极广泛组建反法西斯主义统一
战线， 是全国能够形成这种空前团
结、 全民族共同抗战局面的基本保
证。 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坚持
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
西斯统治者的联合， 表明了崇高的开
明的政治情怀， 是反法西斯战争统一
战线得以建立与巩固的重要动力。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
争中以正义之师的政治形象， 营造
了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和向心力，成
为影响中国社会于历史危机中涅槃
重生的坚实力量。 在抗日战争最为
艰难的时刻， 毛泽东科学界定了战
争的性质，“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
类， 一类是正义的， 一类是非正义
的”，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神圣
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
而且“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
的性质”。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
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 给予中国
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以巨大的信心
支持。一部抗日战争史，昭示了正义
必将战胜邪恶、 文明必将战胜野蛮
的历史真理。

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政治领
导力是制约法西斯势力、 缩短法西
斯战争的加速器。 中国共产党坚守
敌后战场与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正面
战场， 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的战略态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 敌后军民广泛开展的地雷战、
地道战、 麻雀战等各种巧妙战术，
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使敌
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主战场， 有效地牵制和打击了日
本法西斯势力，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开明
的政治情怀、 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和
向心力、 卓越的政治领导力是70年
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
要保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年来，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
民顽强地战胜艰难险阻、持续奋斗，
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70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 中国共产党更有力量同世
界人民一道，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国
际新秩序。 只有珍视这份珍贵的历
史记忆，才能更有信心地面向未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副教授、 历史
学博士）

学者会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理论
研讨会召开———

聚焦实现路径
探讨长效机制
■韦汉吉 刘国普

由《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研
究中心主办、 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第八
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论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理论研讨会近日在南宁召开。 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
大学等60多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家学者，就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议题进行了广
泛交流和深入研讨。

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路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发展的

价值方向和价值选择， 其实现路径是亟待研究探讨的重
大课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顾问杨瑞
森教授指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马
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核心内容， 不应该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仅仅看作是一种道德修养，内
在的认同与信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认为，要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结合
起来， 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呈现时
代化的高度、历史的厚度与深度。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佘双好从价值教育特性， 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路径。

与会学者认为，认知、认同、践行三者呈现出由浅入
深、由内至外、由知到行的递进关系，是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的合力体系，理性认知、价值认同、价值践
行的逐步推进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有效途
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针对不同对象群
体的特点，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宣传教育和改善民生
的统一、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的统一。

构建循序渐进的长效机制
构建循序渐进的长效机制，是深入持久、扎实细致地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工作长效化、 常态
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
辉教授认为，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物化为法律、规章
和制度，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民群众行为的自觉遵循，
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落细、落实。

与会学者认为， 构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长效机制，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群众的生
活融为一体， 是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发挥作用
的关键。内化于心，使人们认识和认同；外化于行，在公民
个人的行动上和各种活动中体现出来；教化于民，党员干
部、马克思主义者等，要积极主动地去研究、传播和践行。

提升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整体效能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常务副主编、清华大学教授刘

书林认为， 要正确认识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责任和使命， 高校课堂应成
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与会学者指出， 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
播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确保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实践自信和个体认同自信。 要
整合高校内部各方面的教育力量， 提升高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的总体合力和整体效能， 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在结构上朝着整体功能有序和优化的方向发
展。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 应基于课程的特点和大学生
的特点， 充分发掘教材中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
容及相关理论知识，善于利用各种教育教学资源，有针对
性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问题式和专题式教学之
中，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

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 中华儿女众志成城、 共御
外侮， 为民族而战， 为尊严而战， 汇聚起气势磅礴的抗战
精神。 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是中国人民永远的精神
源泉。

我们学习与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和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史， 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清醒认识当今世界大势， 明确
时代主题， 通过历史认识增加人们的智慧， 看清楚整个人
类社会前进的方向， 以史为鉴， 时刻保持警醒。

珍视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
———写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书刊评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专论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CFP�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