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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刊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在一百年的非
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
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
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
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
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在新时代，重温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意义重大而深远。为加

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提高学习贯彻的自
觉性和主动性，更好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也为帮助全体党员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教育报刊社联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
心、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共同开设“中
国共产党百年政治智慧·精神谱系”专栏，以理论文章、党史故事、

实践案例、历史图片及音视频等形式，在《中国教育报》及中国教育
报APP上以专题形式推出。该专题将集中介绍和阐述五四精神、红
船精神、八一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伟大抗战精神、红岩精
神、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伟大抗疫精
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几十种革命精神。对每一种精神，我们都将约请
有关专家学者阐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内涵和时代价值，并推出
区域及学校传承、践行红色精神的案例，以进一步用伟大精神引领、
感染、鼓舞广大党员干部通过不懈奋斗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敬请关注。

2005年6月21日，在全党开展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
之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集中民智，立足全局，高瞻远
瞩，将自己对“红船精神”和党的
先进性建设的思考写成理论文章
《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在
《光明日报》发表，首次对“红船精
神”进行了系统论述：“开天辟地、
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
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
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
刻内涵。”

2017年 10月 31日，党的十九
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
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
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
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
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并
再次阐述“红船精神”，指出要结合
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之际，在全党
正在开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之时，大力弘扬“红船
精神”，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党
的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船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创
建实践中形成的。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
建社会，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
会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
饥寒交迫，中华民族国将不国。在
内外交困之中，尽管农民阶级、地
主阶级、资产阶级等各种社会力量
先后起来抗争，但最终都无法改变
近代中国的命运，领导中国民主革
命的历史重任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
政党肩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
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陈
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
克思主义者，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
革激流中，走在时代前列，超越以
往仁人志士的追求，以救国救民的
家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
神，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
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
此，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的航
船，劈波斩浪，开天辟地，奋勇向
前，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新年贺词
中所说：“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
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
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
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
致远的巍巍巨轮。”红船，成为中国
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精神”成为
昭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精神航
标，不断鞭策我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永远奋斗。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
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是党和
人民事业发展的动力。中共一大南
湖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它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
象征，形成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在
中国共产党人的建党实践、革命活
动、建设发展和改革开放中，中国
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造
了无数个“第一”，创造了无数个人
间奇迹，无不彰显着开天辟地、敢
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首创精神实质
上就是一种敢于担当、勇于负责、
善于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是中
国共产党事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是“红船精神”的支柱，是党和
人民事业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诞
生之日起，就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
我们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
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
不变初衷，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初心不改，使命如一，靠的还是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
神。在新时代我们党始终坚定理想
和信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压

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
英雄气概，矢志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
事业的大船劈波斩浪、不断奋进，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
好现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是对党和人
民事业忠诚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
从诞生那天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为根本宗旨，从来就没有自己的
私利。立党为公、忠诚为民，是中国
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
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显
著标志，是“红船精神”的本质所
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抗击新冠疫情，脱贫攻坚
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
肩负为人民谋幸福的神圣职责和崇高
使命，践行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
奉献精神，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
改革中，不断维护好、实现好、发展
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党为
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敢于牺
牲、为民服务的精神，是共产党人的
崇高品格，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
的根基，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
根本原因。

“红船精神”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法宝。“红船精
神”蕴含着丰富的党建价值，是加强
思想建党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继
承和弘扬“红船精神”，对于加强党的
先进性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弘扬“红船精神”，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理论创新。开天辟地、敢为人
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
心，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动力。首
创精神就是开拓创新精神，创新是党
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党
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
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
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
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
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中，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科
学理论指导。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
中国共产党的显著特征。我们要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
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并更好地推动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实现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弘扬“红船精神”，始终坚定共产
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理想、百折不
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支
柱，是党和人民事业胜利之本。党的
一大在白色恐怖中召开，在上海遇到

危险后转至嘉兴，在南湖红船上宣告了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靠的是坚定的理想
信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我们党在
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历经曲折而不
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变初衷，由小到
大，由弱变强，抛头颅、洒热血，初心
不改，使命如一，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
念和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定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一刻也不能放松。事实一
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
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用

“红船精神”教育党员干部，补好共产
党人的精神之“钙”，是思想建党的重
要内容。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要勇
于开展自我革命，敢于斗争，不断筑牢
理想信念之基，始终保持奋斗的精神状
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共产主义不懈
奋斗。

弘扬“红船精神”，始终保持对党
忠诚的政治品格。立党为公、忠诚为民
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根本，是
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是忠诚
于党的集中体现。对党忠诚是无数革命
先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共产党
人在革命实践中锻造出来的崇高品质，
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并发展壮大的根基。
对党忠诚就是要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坚定的
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对党忠
诚就是要牢固树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的理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党的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对党忠诚要
自觉加强政治历练，接受严格的党内政
治生活淬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立志为党分
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
险，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

弘扬“红船精神”，始终保持共产
党的先进性。“红船精神”是我们党创
立时期坚持和实践自身先进性的一个历
史明证。“红船精神”是具体的、历史
的。我们要把“红船精神”贯穿于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实践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上来，把握
住“红船精神”的实质与核心。一百年
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党的先进性建
设，从党的一大党纲到二大党章，都体
现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从“三湾
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思想
建党、政治建军，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端正了党的思想
路线，统一了思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
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
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解放了思想，迎来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理
论强党、制度治党，不断加强党的自身
建设，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实
现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确保中国共产
党始终走在前列，永葆党的先进性。

（作者系嘉兴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
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
员）

“红船精神”是思想建党的宝贵财富
吕延勤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红船精神”是
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党的先进性之
源。它所蕴含的首创精神、奋斗精神
和奉献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恒久价值
和旺盛生命力。嘉兴实验小学作为红
船启航之地的学校，要自觉传承党的
精神根脉，以“红船精神”汇聚新时代
中小学党建工作之力，将宝贵的红色
基因植入校园，激励师生锐意进取，砥
砺前行，探索学校党建工作新模式。

红船领航，夯实党建工作之基。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
累土。党的工作重心在基层，活力源
泉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以“红船精神”
为引领，让每一缕根系都深深扎入群
众的土壤，党的参天大树才能枝繁叶
茂。学校要把“红船精神”的学习和传
承作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涵和工作抓
手，将“红船精神”主题教育纳入基层
党组织理论学习、党员教育、“三会一
课”等必修内容，从而把基层党组织建
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
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学
校改革发展的坚强堡垒。

红船争先，铸造教育铁军之魂。
育有德之人，需有德之师。真正体现

“红船精神”的育人价值，就要将“红船
精神”内化为教职工的价值追求，外化
为教职工的自觉行为。因此，学校党
委通过党员教师红色主题活动，以“红
船精神”凝心铸魂；通过“三亮三
强”——亮身份、亮承诺、亮业绩，强化
党员身份意识、先锋意识和奉献意识，
树立党员教师先锋模范形象。以“弘
扬‘红船精神’践行立德树人使命”作
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指引，建构校
本化“师德与育德能力”培训体系，引

导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立
教，努力成为“红船精神”的倡导者、宣
传者和践行者，切实履行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职责，争做秉承

“红船精神”、心怀教育理想、肩挑教育
责任、善于教育创新的南湖教育铁军。

红船立德，点亮理想信念之炬。
以“红船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是立
德树人的宝贵资源。面对新形势，学
校要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建立党委主
导、群团组织参与、家庭社会联动的德
育思政工作机制，充分利用党的诞生
地的红色资源优势，以课程建设、队伍
建设、阵地建设和活动推进为重点，用

“红船精神”点亮学生理想信念之炬，
形成学校红色德育品牌。学校通过打
造德育思政教师团队、红领巾小宣讲
团及外聘专家宣讲团三支宣讲队伍，
全方位宣讲“红船精神”，把“红船精
神”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内涵和时代
价值讲清楚、讲透彻。学校把“红船精
神”贯穿于学生成长教育的全过程，通
过融入思政课堂、开发以“红船精神”

为主题的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等进课
堂教学主阵地，通过开展“红领巾重走
一大路”、寻访“红船精神”践行者、“红
船小主播”诵读红色经典、“红船广播
站”讲述红船故事、“红船小讲解员”走
进南湖革命纪念馆等主题实践活动开
辟校外践行阵地，从而形成全方位、立
体化的教育格局。新时代中小学生呈
现出许多新特点，开展“红船精神”教
育活动也要不断创新方式方法，通过
内容架构系列化、活动设计主题化、活
动方式多元化等举措，形成一系列遵
循学生成长规律、符合学生成长实际
的创新路径，让学生在有滋有味的活
动体验中入脑、入耳、入心。

红船扬帆，润泽校园文化之脉。
校园文化以引导人、培养人、塑造人为
最终目的。学校把“红船精神”作为校
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的
规划和设计，提升校园文化的精神内
涵和育人价值。学校着力加强体现

“红船精神”元素的校园氛围建设，通
过校园雕塑、板报墙报、展板橱窗、楼
道文化、教室寝室餐厅文化等，让“红
船精神”渗透到校园角角落落，使全体
师生得其熏陶，受其濡染，领悟其精神
价值。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
网上学习平台，对“红船精神”学习课
程及学习动态、学习成果宣传等进行
立体化呈现和展示。要通过组织弘扬

“红船精神”朗诵演讲、故事比赛，创作
并传唱一支结合本校实际演绎“红船
精神”内涵的“校歌”，排练“红船精
神”话剧和舞蹈等开展具有“红船精
神”特征的文化建设。

“红船精神”历久弥新，风帆鼓
荡。新时代，新征程，中小学基层党
建要将首创、奋斗、奉献的精神动
能，汇聚成磅礴的力量，进一步打造
学校党建高地，为红船添彩，为党旗
增辉。

（作者系嘉兴市实验小学党委书
记、校长）

嘉兴实验小学：“红船精神”领航学校党建
张晓萍

2017年8月，浙江省嘉兴市开始
全面推动“红船精神”在中小学校落地
生根，全市中小学校都把从“红船精
神”中汲取信仰力量作为使命担当，充
分发挥“红船精神”的育人价值，从“入
形”“入心”“入行”等方面来引导教育
中小学生弘扬和传承“红船精神”，形
成了一大批“红船精神”进校园的生动
案例。

营造环境，让“红船精神”在校园
“入形”。各学校充分利用校园空间，
让学校的“一厅一廊一亭一带一路”等
校园环境都凸显红色文化氛围，通过
建设长廊、雕塑等红色小品，在橱窗、
楼道等场地嵌入红色元素，让无形的

“红船精神”转化为有形的红色文化环
境，营造出“红船精神”浸润育人的浓
厚氛围。如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筑建
红船文化主题雕塑，开辟“首创栏、奋

斗榜、奉献墙”，打造红色致远书廊等，
全面凸显“红船精神”校园文化风景。

建好课程，让“红船精神”在校园
“入心”。嘉兴市在地方教材《可爱的
嘉兴》基础上，组织专家和教研员开发
编写了全国首套“红船精神”专题教育
教材，分四个学段共6册，形成了从幼
儿园到高中的专题教材体系；各学校
也结合实际，自主编写贴近学生生活
的校本教材，让“红船精神”原汁原味
地走进课堂。目前，嘉兴市深入挖掘
嘉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
文资源，组织编写新时代嘉兴人文精
神专题教育教材，还与上海普陀、江苏
苏州、安徽芜湖共建长三角四地教育
联盟，共同开发学“四史”红色学堂研
学实践课程。

开展实践，让“红船精神”在实践
中“入行”。各学校积极组织各类校内

外的“红船精神”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重走一大路、爱国主题月、网上祭
英烈等社会实践和研学旅行，让学生
在实践中体验和感悟“红船精神”。如
在嘉兴已延续多年的“红色小讲解员”
志愿服务项目，就是让“红船精神”“入
行”的一个举措。这些红船旁的新时
代好少年，通过重走一大路，学习到了
更多关于“红船精神”、关于党的革命
历史的知识。各校还开展主题征文、
经典诵读、红歌传唱等活动，《红船少
年心向党》在中小学校广为传唱。

红船领航，立德铸魂。嘉兴市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
弘扬和传承“红船精神”，加大推进力
度，促进“红船精神”全面、全方位进校
园，使“红船精神”进校园成为嘉兴市
教育工作中最绚烂的色彩。

（作者单位系嘉兴市教育局）

嘉兴：“红船精神”浸润校园
马晓红

“红船精神”蕴含着丰富的
党建价值，是加强思想建党的宝
贵财富。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
“红船精神”，对于加强党的先进
性建设，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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