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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观 点 提 示

对党史人物的全面分析、对历史评价原则的阐释，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物评价
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为当代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和基
本遵循。

理论特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专题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以全
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
统”，而在近10年中，习近平总书记
对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多位老
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为这一光荣
传统给出了生动诠释。在纪念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之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的相关系列讲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对老一辈革命家奋斗传
统的深切缅怀

完整回顾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历
程。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李大钊、毛
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
平、王震、宋任穷、刘华清、万里这
些优秀共产党人时，逐一回顾了他们
革命的、战斗的甚至是光辉的、壮丽
的一生，客观呈现了出生于风雨如晦
年代的他们在引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
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
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中的前赴后继。
在纪念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时分
别提到的“三个伟大”（中国历史发展
的时势产生的伟大人物，中国人民抵
御外敌、反抗压迫中产生的伟大人
物，走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
列的伟大人物）、“三个缩影”（中国共
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缩影，新
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并取得国际威
望的缩影，中国人民艰辛探索、不断
开拓、凯歌行进的缩影）、“三个相
连”（同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紧紧相连，同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紧紧相
连，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
历史进程紧紧相连）的表述，更是生
动诠释了老一辈革命先烈的个人奋斗
历程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波澜壮阔进程
密切相连。

全面评价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业
绩。从整体评价来看，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这
些重要党史人物的共同底色。同时，

他们又因为奋斗在不同领域，奉献于
不同阶段，而兼有战略家、理论家、
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的某一身
份或是多重影响。从主要功勋来看，
他们中间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有党的主
要创始人、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开
国元勋，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经
济建设的奠基者等。从具体作为来
看，他们有着各自独特的探索和贡
献，同时存在着诸多共同努力或是接
续奋进。如工人运动开展有李大钊和
刘少奇不同方式的推进，“南泥湾精
神”孕育有朱德和王震的倾情倡导，
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有邓小平和宋任
穷的共同努力，现代化国防建设有周
恩来和刘华清两代人的身影。从深远
影响来看，他们的贡献“是历史性
的，也是世界性的”“深受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其中好几
位领袖人物“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
进步的人们敬佩”“深深铭刻在全世界
追求和平和进步的人们心中”。

深入总结老一辈革命家的奋斗风
貌。习近平总书记将老一辈革命家在
奋斗中所彰显的崇高风范主要总结为5
个方面：一是信仰坚定。无论“为中
华崛起而读书”的立志，还是将马克
思主义视作“拯救中国的导星”的抉
择，无不体现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追
求。二是党性坚强。无论“要死也要
死在红军中”的意志，还是“生命属
于党、属于国家”的誓言，无不体现
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精神。三是心系
人民。无论“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
乡”的坚守，还是“人民总理人民
爱，人民总理爱人民”的深情，无不
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热爱人民的本真。
四是勇于担当。无论“愿相逢于中华
腾飞世界时”的壮志，还是“不改革
就没有出路”的锐意，无不体现中国
共产党人奋勇开拓的情怀。五是作风
优良。无论是“不改爱民心肠，不变
布衣本色”的操守，还是“在困难的
地方，挑最重的担子”的境界，无不
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率真赤诚的品质。

这些风范对共产党人的感召、对人民群
众的激励“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

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奋斗
传统的主要特征

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正确的立场、
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
途命运”；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
的历史，“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
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他对老一辈革命
家的系列纪念，树立了如何研究和宣
传党史人物的科学典范；对老一辈革
命家历史地位的评述，无不联系其所
在时势进行条分缕析；对他们卓越功
勋的回顾，无不以其毕生探索为基
础；对他们奋斗精神的追忆，无不以
丰富的史料为依据。

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体特色。
在习近平总书记展开的历史画卷中，
老一辈革命家无不是克己奉公的一
代。他们中有倾其所有接济贫寒青
年、牺牲后连棺木都要靠朋友资助的
李大钊，有向医院捐献角膜和遗体的
邓小平，有向老同学去信“借两百元
中币”赡养80多岁老母亲的朱德，有
连骨灰都撒进祖国江海大地的周恩
来，有经手几万元党的经费却每天只
买萝卜烩点馍度日的刘少奇，等等。
同时，他们是勇于自我革命的一代，
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
不可”，坦言“我们党从来就不害怕指
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或错误”。他们还
是重视调查研究的一代，敢于斗争的
一代，等等。正是这些群体风貌的交
相辉映，习近平总书记将他们形容为

“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共产党人”。
诠释继承优良传统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探讨如何具体
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一是
论述了如何贯彻毛泽东思想活的灵
魂。如坚持实事求是、把握初级阶段
国情，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坚持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由
中国人民做主。二是分析了如何在当
前学习他们的风范，如反复提到革命
理想高于天，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
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多次提到要增
强“四个意识”，对党忠诚、为党分
忧、为党担责、为党尽责；一再提到

“我们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
学习走向未来”，要建设学习大国。三

是提出了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创
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
于先辈的业绩”。

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奋斗
传统的时代意义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物评价理
论。习近平总书记对老一辈革命家的
缅怀，坚持和运用了科学的评价原
则。他在纪念毛泽东时更是专门论述
了评价历史的基本原则：历史是民族
安身立命的基础；人物评价离不开对
历史时代、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历
史规律的把握；对革命领袖既不能像
神一样顶礼膜拜，也不能陷入虚无主
义的泥潭。对党史人物的全面分析、
对历史评价原则的阐释，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物评价理
论的创造性发展，为当代如何评价历
史人物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和基本遵循。

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
承前启后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的系
列回顾，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几代共产党人
不懈奋斗的”事业，说明了革命、建
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是“接续奋斗的
历史进程”。如毛泽东因其“毕生最突
出最伟大的贡献”“为新的历史时期开
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
要作用”；陈云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就提出了要以市场调节为补充的重要
观点；周恩来影响了当时中国政局，
而且“为后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准备
了条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刘少奇关
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许多远见卓
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
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等等。

有利于在新长征中传承好永久奋
斗的伟大传统。重温党带领人民救
国、兴国、强国的波澜壮阔历程，有
助于认知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必
将迎来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从而明确永久奋斗的努力方向。系统
回顾并总结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
绩，也有助于广大青年深入了解党史
和国史中的重要人物，从其光辉历程
和精神风貌中汲取营养，从而获得永
久奋斗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
研基金〔编号19XNB008〕项目成果）

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系列讲话

欧阳奇

党的十九大强调美丽中国建设，
并将“美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限定词，为美丽中国建设进
一步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美丽中国建设既是国家治理与发
展的宏观战略，又是事关百姓生活与
民生的实事；既是提纲挈领的重大理
论构思，又是具体鲜活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既是源于中华文化的中
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又是属于全球
的“世界药方”。美丽中国建设内涵丰
富、属性多样，并不局限于生态领
域，其或显性或隐性、或有形或无形
中包含着文化之美这一维度。要在品
味文化之美、传承文化之美、创新文
化之美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在推
动美丽中国建设中，净化文化之美、
提升文化之美、丰富文化之美，实现
美丽中国建设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
和良性互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充盈美丽中
国建设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突出优
势，也是美丽中国的“根”与“魂”。
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
想观念、价值追求、伦理美德、思维
方式、精神气质等，在对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对话与熏陶中，突出“秋

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
生态追求之美，彰显“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和
谐之美，弘扬“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气节之美，流
传“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真
善之美，从而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美
丽中国建设的厚重依托和强大助推
力。新时代要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文化“活”
起来和“火”起来，使其与美丽中国
建设的现代化背景相衔接，适应当代
社会的发展。

批驳错误思潮，消解危害美丽中
国建设的文化杂音。当前，世界格局
正处于激烈变动之中，国内改革发展

也出现许多新情况，各种声音日益交
汇、交融、交锋，历史虚无主义、普
世价值等错误思潮成为干扰美丽中国
建设的文化杂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依然复杂。面对错误思潮的干扰，要
毫不手软、毫不松懈地抵制和批判文
化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文
化认同感与民族自信心；反对“西方
中心主义”，坚定理想信念与文化自
信；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而
确保美丽中国建设的道路与制度不走
样、不变形。

要立破并举，既要驱除错误思潮
的阴霾、净化文化空间与文化生活，

更要建设有自身风格与特色的文
化，构建与发展贴近群众、贴近生
活、贴近实际的话语体系，保障公众
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公众文化生活，
提升公众文化境界，以文化人，不断
满足民众对美好文化生活的向往，
减少美丽中国建设的文化杂音，不
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
引领力。

培育健康社会心态，营造美丽中
国建设的文化氛围。建设美丽中国目
标的实现，离不开积极健康的社会心
态的滋养与支持，要着力培育积极健
康社会心态，使“生态”与“心态”
相连相通，为美丽中国建设营造优良
氛围。

健康社会心态既是美丽中国建设
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又是美丽中国建
设所追求的结果与目标。要积极谋
划、主动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及时化解心理矛盾与心理问题。
聚合心理疏导、舆论引导、宣传教
育、道德建设、文化传承、核心价值
观践行等多重途径，培育国民自尊自
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
态，激发自信昂扬、豪迈欢快的精神
气质，促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的包容力，提升整个社会的
向心力与凝聚力，从而更好地协调和
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关系，增强美丽中国建设的人文关
怀，凸显美丽中国建设以人民为中
心的价值旨归，编织美丽中国的多
彩画卷。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华农分中心）

文化之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维度
孟可强 方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积
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传承
中华文化，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
之生面”，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中
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心
灵品质。诵读古典诗词是践行中华
美育的一个好方法。通过诵读古典
诗词，有效开展美育工作，正是实现
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体现。

中华古典诗词博大精深，历时悠
久、名家辈出、佳作纷呈、风格多样。
细心寻绎，大体上可将其分为三大
类：一是以“诗仙”李白为代表的求索
人生与天地；二是以“诗圣”杜甫为代
表的忧国忧民；三是以“诗佛”王维为
代表的静赏自然。这三大类作品各
有其美，对美育大有裨益。

求索人生与天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古圣先贤将自己对人生、世
界、天地的求索凝聚成一首首精美的
诗歌，其精神境界之高远、内心情感
之真挚、艺术才华之卓绝，皆令人叹
为观止。“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
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
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
年望相似”，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孤篇压全唐”，诗中蕴含着强烈的人
生意识、宇宙意识，领悟它们，有助于
开阔我们的眼界与心胸。人生的确
是短暂的，即使在这短暂的时间内，
也并非全是伴随着幸福。“人有悲欢
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以这
首《水调歌头》表达人生无奈，更表达
永恒的美好祝愿。在短暂人生中，我
们需要奋发有为，更需要真诚为人，
这是事业的根基。“我宿五松下，寂寥
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
母，三谢不能餐”，蔑视权贵的李白，
在对自己有一饭之恩的山村老妈妈
面前，却无比谦恭。这样一种真诚、
感恩、朴素，成就了李白的伟大。拥
有这些品质，相信我们也能够不断提
升人生境界。

求索人生与天地类的古典诗词
有利于培育美好心灵之真。

忧国忧民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古代的仁人志士富有社会责
任感和悲悯之心，“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因此，他们的诗篇具有现实主
义色彩，诗篇中的博爱精神极具感染
力。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
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
足。”诗人超越小我、心怀天下，因而
散发出圣人的光芒。贬谪九江的诗
人白居易与一位琵琶女邂逅相遇，琵
琶女的弹奏和坎坷际遇触动了诗人，
于是写作长篇歌行《琵琶行》：“同是
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诗歌
描写音乐旋律“大珠小珠落玉盘”时
展现出的艺术性，面对下层歌女身为
士大夫的白居易表现出的人文关怀，
是其最感人之处。忧民，亦忧国。陆
游临终写下《示儿》作为自己的遗嘱：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
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
翁。”读来令人泣下，爱国与忧国，此
情至死不休。

忧国忧民类的古典诗词有利于
培育美好心灵之善。

静赏自然

“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历
代文人墨客都非常重视“天人合一”，
从自然山水之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灵
气与灵感。王维《鹿柴》：“空山不见
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
青苔上。”《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
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
中。”何其闲逸，何其闲雅。诵读这类
古典诗词，最有助于我们远离喧嚣、
回归田园、调理性情，纯化、美化、深
化心灵，进而“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
上”。又如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
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
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
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余
钟磬音。”诗心与禅境相通，诗作展现
的清幽之景，令人陶醉；蕴含的哲理
之思，索解不尽。岳飞就是在美景中
写下了《池州翠微亭》：“经年尘土满
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
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戎马倥偬的
诗人眷恋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草一
木、一亭一台都让他流连忘返，让他
紧张征战的心灵得到休憩。

静赏自然类的古典诗词有利于
培育美好心灵之美。

宋代朱熹有两首《观书有感》，
其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古典诗词就是那源头活
水，诵读它们，心灵才不致枯竭，
美育才易于落实。其二：“昨夜江边
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
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日积
月累，量变产生质变，在诵读古典
诗词中求真、向善、尚美，中华美
育精神的弘扬顺理成章。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古典诗词的美育意蕴
何群

观 点 提 示

在品味文化之美、传承文
化之美、创新文化之美中，推动
美丽中国建设。

古典诗词是中华文化中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心灵品
质。诵读古典诗词，是践行中华美育的一个好方法。

论道说理

本报讯（记者 张兴华）由中
国曲艺家协会、山东省文联、聊城
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全国高等院
校曲艺教育峰会近日在聊城大学举
行，来自全国38所大中专院校和科
研单位的曲艺教育负责人和从事曲
艺表演、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专家学
者近80人与会，再次吹响推进中国
特色曲艺学科建设的“集结号”。

曲艺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随着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曲艺
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西北大学文
学院高宇民副教授等代表认为，新时
代党和国家实施弘扬传统优秀文
化、培育民族精神、发展和繁荣社会
主义文艺等宏观战略，在这一背景
下，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艺
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研究曲艺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有效手段之一，是促进曲艺
发展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时
代放歌的必要举措。聊城大学音乐
与舞蹈学院副教授、聊城市曲协主
席贾振鑫等代表表示，研究曲艺必
然要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
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弘扬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魂，履行

“培根铸魂”的光荣使命。
中国曲协曲艺教育与学科建设

委员会主任、辽宁省曲协主席崔凯
认为，如果不能厘清曲艺发展中存
在的若干问题，没有一个科学、系
统的曲艺理论体系，曲艺教育就缺
少了根与魂，我们培育出的曲艺人

才，就可能是先天不足的糊涂人，
难以担当繁荣发展曲艺艺术的大
任。中国曲协曲艺教育与学科建设
委员会委员、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
主任张祖健教授等代表分析指出，
曲艺学研究应当关注曲艺社会保有
存量同社会曲艺欣赏习性之间维系
适配度，因为目前这两者的关系面
临着迭代演化，特别是传统曲艺如
何满足消费者对虚拟现实、超高清
视频等更高的网络体验需求，这是
曲艺教育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

曲艺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
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如何探
索出一条适合本学科（曲艺学）发
展的教育路径，是与会代表普遍关
注的话题。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
院党委书记喻跃龙教授、湖南省音
乐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民等建议，高
校要积极与曲艺界的专家、艺术家
共同探讨曲艺艺术人才培养的有效
模式，建构起具有曲艺艺术语境的
知识构架，建设中国曲艺学学科体
系，使中国曲艺学学科进入高等教
育体系中。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开展曲艺
本科专业教育的高校已达10所，开
展曲艺大专教育的有9所，开展曲
艺中专教育的有17所，进行曲艺通
识教育及理论研究的学校30余所。
为更好推动曲艺学科建设，中国曲
协已出版《评书表演艺术》等5本
曲艺教材，首批共12本全国高等院
校曲艺本科系列教材将于年底前全
部出版面世。

第五届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教育峰会提出——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曲艺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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