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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波澜壮阔
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
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
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
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
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
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
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
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
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
世代发扬。

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用这一伟大精神来鼓舞我们
的士气、凝聚我们的力量、激发我们的
斗志、增强我们的智慧，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场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国威、
军威，也打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和重铸。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历经磨难，饱受战争、分裂之苦，
经历无数天灾人祸、数次亡国之痛，最
终却能走出一次次灾难，不断创造新
的辉煌，靠的就是精忠报国的爱国情
怀，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追求光明、
幸福生活的坚定意志，弘扬正气、崇敬
英雄的社会风尚，天下一家的集体意
识，战天斗地、不怕邪恶的积极入世态
度，爱好和平、崇尚大同的社会理想。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体现和升华了中华
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集中表现在爱
国主义情怀更加深厚、爱国主义行动
惊天动地，英雄主义精神更加浑厚，革
命的深深信仰使意志更加坚定、自信、

乐观，天下一家的博大胸襟提升到为
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
义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丰富了中华民
族精神的内涵。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
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
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
了”！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
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
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
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了。这一战，
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
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
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
中华民族一直有不畏强暴、反抗强权
的历史风骨，抗美援朝把中华民族的
这种风骨发扬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
高度。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
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
化战争。当时，中美两国国力相差巨
大。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
况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我们打败

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
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
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这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主动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最
深刻的展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
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
族力量。”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同
心同德、同仇敌忾，空前地汇聚起了万
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正是
有了这种无比强大的民族力量，我们
才能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取
得巨大胜利。这告诉我们，只要中国
人民、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就没有战胜
不了的艰难险阻。“无论时代如何发
展，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
的民族血性。”抗美援朝战争是极其残
酷的，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人
类战争的极限。面对着强大而凶狠的
作战对手，被燃烧弹点燃衣物的邱少
云忍受剧痛，手指把土刨出了深坑却
一声不吭直至壮烈牺牲，杨根思双手
抱起炸药包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
尽，黄继光身负重伤却用自己的胸膛
堵住敌人的机枪口，为后续部队的冲

锋消除了障碍……抗美援朝锻造的舍
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将使中
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时代
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
勇向前的民族智慧。”我们的志愿军不
是只会打恶仗、狠仗的莽撞匹夫，而是
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头脑灵活、智勇
兼备的现代军人，他们创造了迂回战、
坑道战、班组战、夜战等战术，涌现出
诸多充满智慧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
迹。勇于创新者进，善于创造者胜，抗
美援朝展现了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
民族智慧。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新时代依然
熠熠生辉。抗美援朝战争胜利60多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抗美援朝的硝烟已经化为
历史的陈卷，抗美援朝英雄的鲜血已
经融化在东北亚相对和平的山川河流
中，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不会因为历
史的前进而褪色，在新时代依然熠熠
生辉，并将永远被铭刻在中华民族的
历史丰碑上。

新时代我们依然要弘扬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所内涵的浓烈爱国主义情
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还需要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始终保
持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14亿多中国人
民的智慧和力量必然化为改天换地的
伟大创造实践，不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前行。新时代依
然要弘扬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将激
励我们鼓足你追我赶、勇攀高峰的干
劲，增强战天斗地、攻坚克难的坚强斗

志，汇聚成贯通天地的精气神，孜孜以求
伟大目标且无往而不胜。新时代要继
续弘扬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
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保持革命乐
观主义，我们才会有高昂的精神状态，才
能处变不惊、遇事不乱、遇乱不溃，才能
在任何条件下始终坚守坚定的理想信
念。新时代要继续弘扬为完成祖国和
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
革命忠诚精神。没有了对民族和国家
的忠诚意识，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奋斗
精神，就不可能产生顽强的斗志，就不可
能最大化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就不可
能奋不顾身挑战困难。保持革命忠诚，
需要政治修养的涵育，更需要道德自
律。新时代要继续弘扬为了人类和平与
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我们
要一如既往地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坚决
反对一切践踏世界和平和正义的霸权、
霸道、霸凌行径，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雄赳
赳、气昂昂，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今天，我们正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前景光明。前进道路不
会一帆风顺。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号
召，激励着我们铭记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
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负责人兼首
席专家）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程美东

专题专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党的十
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要思想的呈现，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内容，其中关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论述令人印象深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取得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
就。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昨天的成功并
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
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并强调决
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
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为了实现
更加宏伟的目标，全党必须随时准备进行
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
苦干、实干，来不得半点虚假，因此必须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
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对于干部队伍
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其实质分析
得非常透彻，透露着一种忧虑。在《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的论述部分，要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要力戒形式主义，以好的
作风确保好的效果；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
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重大决策部
署落实的大敌；现实生活中，有的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口号喊
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把说的当做了，
把做了当做成了，有的地方要求事事留痕，
把“痕迹”当“政绩”，有的工作拖沓敷衍，遇
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一点点小事
都要上报请示，看似讲规矩，实则不担当，等
等。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的背后是功利
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
失；官僚主义背后是官本位思想，价值观走
偏、权力观扭曲等，分析得非常透彻、深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实际工作中诸多问题
的集中体现，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使我们对全面从严治党，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当然，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有些方面
已经成为顽瘴痼疾，因此，与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的斗争必定是长期的与复杂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上强调，“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
击挑战，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在当前
形势下，扎扎实实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就
要通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向习近平总书记学习共产党人最根本的
思维方法，感悟习近平总书记鲜明的问题
意识与问题导向，尤其要认真领悟习近平
总书记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形象生动地为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画了像，深刻地分析了其背后的思
想根源和危害，并身体力行，为我们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树立了榜样。

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
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时强调“学习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实实
在在，不要忽悠作假；要学以致用，不要学用
脱节。要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落实到解决党
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身边的实际
问题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内
容博大精深，既有理论又有方法，作为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只有带着问
题学习、带着责任学习、带着情感学习，系统
地而不是零散地学，才能真正做到学懂、弄
通、做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实效性，为培养更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贡献力量。

（作者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领悟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方法

夏永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内涵、时代价值和传承理
念，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富有思想深
度、历史厚度和理论高度，阐明了
新时代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基本立场，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和转化的基本方针，运用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智慧和力
量的重大意义。深刻理解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论述的要义精髓，准确把
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
时代意蕴，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
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
有之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
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
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
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要守住中
华民族的命脉，首先要传承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
生命力绵延至今，在长期的生活生产
实践中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

及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追求、理念等
历经数千年的淬炼洗礼和传承，成为
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底色、最厚重
的基因图谱、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
独特的民族气节，对激励中华儿女抵
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都发挥了
重大的作用。其次是创新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指
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
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
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形势下我
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基
本方针，其内涵是要在鉴别分析的基
础上，结合时代条件和实际需要，对
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发展，不断激活
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
展和创造性转化，使其注入时代内涵
与精神，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不断
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成为不断
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力
量。新时代，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紧密统一起来，既唤醒中华文化中的
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又赋予其时代灵
魂，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
断铸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辉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
能力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
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
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
道路和办法。这充分彰显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能力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
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能量源。从生
态治理来看，中华文化中的“天人
和谐”精神，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
要思想来源，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重要文化根基。建设美丽中
国，既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也
是“天人和谐”思想在生态治理和发
展方式上的文化表达。从社会治理
来看，中华文化强调家国同构，“家”
和“国”是命运攸关的共同体，治好小
家才能治好国之大家，才能实现国
家的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家国情
怀以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支配人的
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
行为规范，在当今社会发挥着精神
给养的重要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命
运前途和未来走向都有着深刻的影
响。从政治治理来看，中华文化蕴含

着“人才”与“天下治”的辩证关系，强
调人才对于安邦定国的关键作用。
我们要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
脉，深度挖掘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
慧，以文化的力量不断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
的坚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
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中
国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我们
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层次丰富，意
涵宽广，增强了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
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以和
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等思想，在当今社会仍
然散发着新的时代魅力，并逐渐被西
方文化学习借鉴。从地域分布上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中原文化、齐
鲁文化、荆楚文化、东北文化、岭南文
化等扬弃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的地
域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整
体。从创造主体上讲，中华民族是一
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具有多元一体的
特征，表现出极强的文化包容性。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了各民族在长
期生产实践中所创造并延续的独具
风格的民族文化，在历史演变的过程
中相互交融、兼容并蓄，成为一个文
化共同体，从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
化认同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既指
向历史也指向现实。指向历史的文
化自信，即珍视我们拥有的优秀传统
文化，科学发掘其中穿越时空的当代
价值；指向现实的文化自信，就是要
实现文化的继承创新，从中国国情出
发，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话语体
系，形成能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
国思想”“中国主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
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宝贵的
文化遗产，让优秀传统文化伴随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步
伐历久弥新再现辉煌，这是历史赋
予我们的时代使命。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本
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
化自信与中国道路关系研究”
[2019wt15]成果）

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张洪峰

理论特稿

观 点 提 示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
世代发扬。新时代我们要继续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用这
一伟大精神来鼓舞我们的士
气、凝聚我们的力量、激发我们
的斗志、增强我们的智慧，把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学者观点

石
向
阳

绘

“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提出的教育现代化基本理念之一。知行合一的
思想，发端于明代中叶的思想家、教育家、哲
学家王阳明，经过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代教育
思想的精髓成分。在新时代，推动应用型高校
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深度融
合，加大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养比重，这是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项重要

战略任务。与学术型人才不同，应用型人才的
核心是“用”，本质是学以致用，“用”的基础
是掌握知识与能力,“用”的对象是社会实践，

“用”的目的是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
因此，应用型大学在转型发展中，要树立知行
合一、能力为重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理念，创新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搭建以赛促创、赛教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实
现路径，切实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知行合一 能力为重

应用型人才的本质内涵是把科学技术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是高等教育应用价
值的直接载体，是“智慧”转化为“实惠”的
关键所在。与学术型本科人才比较，应用型本
科人才更注重知识技术应用，更注重多学科知
识综合应用和理论指导实践。“知行合一”强
调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动的开始，行
动是知的最终结果，其核心要义与应用型本科
人才重能力、重应用的特征高度吻合。兰州
工业学院秉承知行合一、能力为重的理念，
遵循“四个回归”的要求，主动对接地方和
产业，把办学思路转到服务地方装备制造业
等主导产业链上来，构建“通识教育+学科基
础+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创新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知识更新能力、创新创
业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全面提高学校服务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基本内涵，就是要
从理念渗透、模式构建到路径创新等全链条突
破，实现教育教学过程与行业企业设计、研
发、生产、服务等各环节的深度对接，将高校
的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功能与行
业企业的科技研发、经营管理、生产设计等功
能融为一体，促成高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形成合
作共赢的发展共同体。兰州工业学院改变过去
的点对点、点对线、点对面的低层次合作方
式，积极探索建立教学、科研、就业“三位一
体”的校企合作新途径与新模式，学校分别与
吉利汽车、新道科技、中兴通讯等合作建立了
吉利博越班、新道创新创业学院、中兴通讯
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等产教融合平台，学科
专业围绕企业需求，人才培养针对企业需求，

科研与技术服务针对企业需求，大学生就业服
务企业发展，有效整合了学校资源，吸引了校
外资源，与产业、企业之间形成共生演进、深
度融合的协作创新机制。

以赛促创 赛教结合

以创新创业平台为依托，坚持竞赛与“双
创”、竞赛与教学、竞赛与科研的有机融通，
激活创新创业教育指导中心、创新创业服务
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的活力，建立学
科技能竞赛、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论坛讲
座、创业项目路演等国家级别、省级、校级三
级赛创体系，搭建“赛场市场一体化”机制，
注重引导学生把创新“作品”变“产品”，以

“学生+练场+项目”为中心，将创新创业教育
理念融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融于专
业课程和专业实践教学，促进学生知识结构
的文理渗透、理工结合、多学科交叉复合，强
化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充分发
挥竞赛育人作用，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以赛促创、赛教结合的良好局面，提升了
大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就业竞争能力和持续发
展潜力。

（兰州工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副教授 赵巧
琴，兰州工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教授 孙永吉）

培养“知行合一产教融合”的应用型人才
——兰州工业学院的改革实践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