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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
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
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
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
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
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
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
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
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
在建党百年历史条件下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需要；是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
向前进的需要；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全党
斗争本领和应对风险挑战能力、永葆党的生机活
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的需要。全党要坚持唯
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
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
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
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
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
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
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创造
了绵延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

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
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
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
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太平天国运动、洋
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接连而起，各种救
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孙中山先生领
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
度，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
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
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一九二一年
七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
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
新。

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
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
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
斗争。

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党制定民主革命纲
领，发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
动，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建立，领
导全国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掀起大革命高潮。一
九二七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由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
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
中占了统治地位，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
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
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
无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命运，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
命。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
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
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八七会议确定实行
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党领导举行秋收起
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起义，但由于敌我力
量悬殊，这些起义大多数失败了。事实证明，在当
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
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
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
路。

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
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
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
豪、分田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
则。随着斗争发展，党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湘
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

湘赣、左右江、川陕、陕甘、湘鄂川黔等根据地。
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也发展了党和其他革命组
织，开展了群众革命斗争。然而，由于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转战到陕北。“左”倾路线的
错误给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造成极大损失。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
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
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
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
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
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
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日本帝
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
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
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
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七七事变后，党
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
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
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
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
民抗日武装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
柱，直到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这是近
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
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
要组成部分。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
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
略进攻，打赢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
役，向中南、西北、西南胜利进军，消灭国民党反
动派八百万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在人民支持下，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同穷凶极恶的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为夺取新民主主
义革命胜利建立了历史功勋。

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
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
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
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
确方向。

在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实施和推进党的

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
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
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
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
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
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在全
党进行整风，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收到巨
大成效。党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
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党的七
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
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
和团结。

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
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
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
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
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
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
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
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实践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
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
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
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
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
完全统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
革，进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实行男女权利平
等，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荡
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
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
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
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抗
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
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
境中站稳了脚跟。

（下转第三版）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记者
温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于16日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召
开，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与俄罗斯副
总理戈利科娃共同出席。

孙春兰指出，过去一年双方围绕
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周年，克服疫情影响，创造性开
展工作，推动人文交流迈上新台阶。
中俄科技创新年推出两国国家级主题
年的最长合作清单，双方商定科技创

新合作路线图，中俄联合科技创新基
金投入运营，联合科研攻关、联合实
验室建设、共建大科学装置等取得重
要进展，有力服务了中俄各自发展，
也带动了双方高校合作办学、联合培
养人才、文化交流、青年往来等各领
域合作，进一步夯实了中俄友好的社
会和民意基础。

孙春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十九届
六中全会情况。她强调，双方要在两
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继续弘扬中俄

世代友好理念，共同办好2022—2023
年中俄体育交流年，共襄北京冬奥盛会，
赓续传统友谊，深化人文合作，为发展中
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戈利科娃充分肯定两国人文交流特
别是科技创新年活动取得的丰硕成果，
表示愿与中方一道，继续发挥主题年的
带动作用，打造更多务实合作项目，为
造福双方人民、服务两国关系作出更大
贡献。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
孙春兰与戈利科娃共同出席

本报北京 11月 16日讯 （记者
焦新）今天，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代表中
俄教育合作分委会发言。

怀进鹏表示，一年来，两国教育部
门认真落实中俄元首战略共识和总理
定期会晤成果，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
框架下，合力推动中俄教育合作再上新
台阶。高校合作更有深度，新签署合作

协议300余项，中俄同类大学联盟成为全
球最大的双边高校合作网络。留学合作更
有温度，双方在携手抗疫背景下更加关心
关爱留学生，2020年含远程学习在内的双
向留学生共5.7万名。（下转第二版）

怀进鹏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回顾展望中俄教育合作

承前启后 开创中俄教育合作新局面

本报北京 11月 16日综合消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重要历史
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的会议。连日来，职业教育战线师
生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
示，要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
利和荣光。

以史为鉴，勿忘昨天的
苦难辉煌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
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党和人民百
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
上最恢宏的史诗。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职
业教育紧跟党的步伐，听从党的召
唤，始终与党的事业息息相关、同向

而行。职业教育已经把党的领导融入
到血脉之中，体现在发展过程之
中。”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委
员、教授何华说。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易俊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学校将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开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专题学
习，把全会精神有效融入到铸魂育人
工作中，让师生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
量。”

在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义
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坚持走以创
立校、特色办学之路，努力培养市场
发展紧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师
生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十分关注。
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雷说：

“我们将努力把陈望道先生在义乌首
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讲好、讲精
彩，让真理的味道溢满校园，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新中国

列入“一五”计划建设的全国第一所电
子中专校，是新中国“电子人才的摇
篮”。“学校将永远牢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使命，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南信篇章。”该校党委书记王
丹中说。

不忘初心，无愧今天的使
命担当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一百年，
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
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
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

“作为职业教育工作者，要围绕职
业教育所需，把大有可为的期待变为大
有作为的实践；要聚焦产业发展所向，
培养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要立足
自身职责所在，展现工字号职业院校担
当，在助力‘三高四新’战略中贡献职
业教育力量。”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副书记、校长向罗生说。

（下转第二版）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职业教育战线引发热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