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20 世纪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成立，迄今已经走过了 85 年的辉煌历程。回顾
我党的历史，总结我党的经验，开辟新的未来，都要把中国共产党放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历
史进程中，看看我们党为 20 世纪的中华民族做了些什么，解决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充分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认识到坚持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
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第一次是 1911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三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改革开放。20 世纪的中国
也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其中后两次巨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现的。
我们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 80 年，即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20 年，与中国共产党
成立后 80 年，即 1921 年到 2001 年，这前后两个 80 年的中国相比较，特别是与 1978 年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二十年相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在文明的大道上，所迈出
的步伐；不难感受到今天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展示的风采。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前，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仁人志士艰苦探索。太平天国、洋务运动、
维新变法……， 一次次希望燃起，一次次无奈破灭。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统治中国
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人民悲惨境遇，中国
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
先看农民阶级，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领导了第一次农民起义到 1851 年 1
月 11 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把历代农民战争推到了顶峰。太平天国革
命揭开了近代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这场革命纵横全国 18 省，坚持斗争达 14 年，掀起了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高潮，不仅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而且
表达了农民阶级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出路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索。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于 1853
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以土地为核心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
纲领，表达了农民小生产者对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追求。它提出了“有田同耕、
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革命主张，达到了农民反封
建思想的最高峰。其后期所颁布的《资政新篇》更可贵地提出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反对封建
制度，改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构想，影响深远。
然而农民终究是农民，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他们要在小农经济的
基础上制造和维护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秩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农民乌托邦，与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进步方向是相违背的。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这里得到了突出体现，《资政新篇》也
不是农民阶级自身思想的产物，而是嫁接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这怎么可能实行？
历代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结局不外乎两个，一是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象陈胜、吴广、
洪秀全等等；另一个是封建化了，即推翻了当朝皇帝后，自己做了皇帝。象刘邦、朱元璋等
等。而洪秀全连改朝换代的目的都没有能实现。太平天国政权最后没能逃脱向封建专制政权
蜕变的可悲命运，终于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绞杀了。
除了太平天国起义外，农民阶级面对着国家被列强瓜分的巨大危机，在 1900 年还曾掀
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打起了“扶清灭洋”
的旗号，顽强地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但在斗争中，他们
同时也表现出了笼统的排外，反对近代化建设的蒙昧的一面。最后，义和团运动同样被帝国
主义和封建政权联合镇压下去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的历史表

明，农民革命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农民阶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单靠自身的力量，是不
可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的。
再看中国的资产阶级。大家知道，中国的明朝末年资本主义就已经开始萌芽，但是力量
非常弱小，没有力量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那张大网，引起一场象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
等到后来力量稍微强大了一些，中国的大门又被帝国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一步一步地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挤出了一条
生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主义千方百计地压制它的发展。所以，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阶级。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在
中国的微弱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他们先是掀起了一股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
改革浪潮，并于 1898 年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一系列主张，
并借助光绪皇帝颁布了有关法令，有力地唤醒了人们的救亡意识，广泛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
的思想文化。但是，康、梁等人却并不想根本放弃封建君主制度，他们只是在保存这一制度
的前提下进行资本主义的改良。通过无血的破坏，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同时，他们
既不愿又不敢发动农民，只幻想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变法，随后又把排除顽
固势力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北洋军阀袁世凯一人身上，结果遭到了血腥镇压。戊戌变法，昙花
一现，103 天就夭折了。维新措施和法令几乎全遭废止。强大而顽固的封建势力，根本不允
许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的存在。
戊戌变法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以孙中山为代表，被迫放弃改良中国的幻想，公
开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活跃于政治斗争的前台。他们建立起了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为革命的领导核心，明确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
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
权的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明确地将救亡和发展两大任务作为当代主题。第一次
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孙中山还把自己的思想在《民报》的发刊词中系统归纳为“民
族”、
“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在“三民主义”思想的指导和同盟会的组织下，以孙中
山为首的革命派领导和发动了一系列目的在颠覆封建清王朝的武装暴动。在辛亥革命前就有
十次。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
开始，才有了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等相比，1911 年的辛亥革命可以说开创了完
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它赶走了皇帝，不仅宣告了清王朝 268 年统治的垮台，而且
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
性质的《临时约法》，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向前跨出了重大一步。因此，这次革命实际
上成为 20 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它最终也没有能逃脱失败的
命运。辛亥革命的革命胜利果实被封建军阀袁世凯所篡夺。随后，1912 年 3 月中国又开始
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
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
运动，但这些斗争也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历史一再证明，软弱的中国
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这个阶级单独领导的革命已经走入了绝境。他们也自动的退出了历史舞台。要推翻帝国主义
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还必须有新的思想来指导，
有新的阶级来领导。
中国人民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选择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这一
重大抉择是在五四时期作出的。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转变为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成为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这一运动之
所以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是因为它不仅发生在中国新的社会力量得到进一步生长和发展

的条件下，而且还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并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给正在探索国家出路的中国人以极大的鼓舞，使他们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
的希望。瞿秋白说：“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中国的先
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
运。”他们看到了农民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失败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推崇的日本文
明也失败了；严复推崇的英国文明也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转而推崇美利坚文明还
是失败了，最后他们自觉地选择了俄罗斯文明。
特别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为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的传播找到了现实的阶级基础和物质力量。而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
合为中国造就了历史上最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1921 年 7 月 23 日成立）自此以后，
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有了以科学理论为指南的，有严密组织纪律性的，通晓社会发
展规律的先进政党的指导。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公开声明，党的最低纲领是反
帝反封建；最高纲领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国共合作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
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经过武装斗争，最终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 100 多年
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
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从以上事实中可以看到，从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
主义，并逐步确立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的第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历史使命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从根本
上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战胜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政治
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全；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一个经济文化
极端落后的中国逐步发展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经济文化有了迅速发展，人
民生活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人们公认，这些年
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
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鼓起来的钱包，降
下来的恩格尔系数，精起来的饮食，靓起来的服饰，大起来的住房，多起来的轿车，快起来
的交通，热起来的旅游，长起来的寿命，高起来的文化程度。广大人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
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愈来愈
成为社会思想舆论中的激越昂扬的主旋律。
我们中国人民在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到，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总
是站在最前列带领人民战胜重重困难，不断进步，不断前进。今天，我们身后是改革开放的
巨大成就，21 世纪的前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蓝图。而横在眼前的则是要完
成本世纪头 20 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中华民族又一次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
刻，我们党又一次责无旁贷的站到了时代的前列，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成为新世纪的新征
途上的领导力量。作为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及青年学生），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投身改
革，勇于创新，义不容辞地肩负起 21 世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从当前国际环境看，我们这个时代是和平发展的时代，讲国际形势和平发展是主题、主
流，这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呢？是从苏联解体之后，冷战体系瓦解了，世界开始向多极化的
方向发展来讲的。出现了一超多强局面。国际社会将出现一个相对缓和的形势，和平发展是

主流，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发展的机遇。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跨入新世纪，北京成功获得奥运会主办权，APEC 会议在上海召开；
随着多哈会议的一声槌响，中国走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大家庭。那 15 年锲而不舍的追
求，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以更为开阔的胸怀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和信心。
如果说，1971 年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标志着中国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成员，
那么，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成员。至此，新
中国完成了从最初的开门迎宾到今天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从政治、经济舞台到体育、文
化等领域，中国正全方位地走向 21 世纪的新世界。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么好的发展机遇。所以，能否抓住机遇，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也曾牢牢抓住过某些重要机遇，
可也丧失过某些机遇。
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就连续丧失两次极好的历史机遇。
一次是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大调整，日本、德国抓住
机遇，经济就迅速起飞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在搞人民公社化，正在抓阶级斗争。
第二次机遇就是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
这些国家和地区抓住了这个机遇，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当时他们抓住了世界
产业大转移的机遇，就是发达国家把夕阳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机遇。
新加坡是利用地处太平洋、印度洋的必经之地的优越地理位置，带来了航海、航空、商业等
等发展。香港是利用美国封锁大陆，我们大多数对外贸易和进出口只能通过香港进行的条件
来发展经济的。没有大陆，香港不可能发展起来，这个香港人也承认。而我们这个时候正在
如火如荼地搞“文化大革命”。
我们连续两次错过了极好的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
就进一步拉开。可以说，我们的经济发展落后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
那么现在机遇又出现了，我们抓住抓不住，这对我们无疑是个十分严峻的考验，这次我
们抓住了。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提出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接着提出改革开放。由于抓住了机遇，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成了当今发展速度
最快的国家之一，我国的生产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抓住机遇这样一种思想，也并不是
说一直是坚定不移的，有的时候也难免出现某些动摇，特别是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出现某些动摇。针对这样一种情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多次
强调，现在我们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主要是发展经济。最担心的是丧失机遇。机遇一丧失，
几年就过去了。这种发展的机遇对我们来说也并不多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这是问题的
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讲的是我们还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这种压力和挑战包括了经济和科技
的压力和挑战，政治的压力和挑战。
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高于我国，从总体上看，代表当今世界
科技水平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如诺贝尔科学奖的 95％被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获得。世界
科技论文发表和国际科技专利申请的 70％以上出自于发达国家。使我们在竞争中面临着沉
重的压力和挑战。
作为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人，有责任认识到新经济和全球化已成为新世纪世界的
主要发展趋势，但它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挑战和新难题。
另外，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之后，加紧对社会主义中国搞分化和西化，力图
搞垮我们的党，搞垮我们的国家，这个压力也是很沉重的。注意，分化和西化是不同的。所
谓分化，就是要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西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国家的发展轨道，
让你共产党下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西方国家分化和西化我国的阴谋得逞，对我们就是一
个亡党、亡社会主义、亡国的问题。所以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多次讲到忧国、忧民、忧党。
这样一种压力就是严重的政治压力，尖锐的政治挑战，这是我们不可以低估的。所以现在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讲国际环境，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我们既有机遇，又存在着
严重的压力和挑战。
而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本身也面临着严
峻的压力和挑战。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军对垒当中，
总的战略态势是敌强我弱，敌进我退。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特别需要高举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要立到这样一个高度。
(二)投身改革，勇于创新
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社会变革。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通
过改革来推动的，讲的都是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我
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这一点是特别
重要的。
纵观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这个问题上大体有三类情况。一类是根本不改革，象欧洲的
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都属于这一类。根本不改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看到是共产党下台，资本
主义复辟，天下大乱。这种情况说明了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不改革不行，不改革死路一条。
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 6 个人中就有一个共产
党员。罗共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当领袖齐奥塞斯库作报告时，中间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
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 10 次。面对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
萧墙？更有谁能想到在齐奥塞斯库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
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长期拒绝改革，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好大喜功，造成
严重脱离群众。特别是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在政治上搞专制独裁和家庭统治。
第二类情况是苏联和东欧的某些国家，进行了改革：
在苏联，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雄心勃勃，奋力推进改革，
一上台没多久就把共产党搞下台，把整个苏联给搞垮了。
南斯拉夫和东欧，大多数国家的改革都起步较早：
匈牙利在 1968 年实行新经济体制并取得成效的基础上，1987 年 7 月，匈共中央又通过
了《经济——社会振兴计划》，提出了包括经济、政治体制在内的综合治理方法。
波兰从 1988 年开始正式实行第二阶段改革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 1986 年在捷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式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保加利亚 1982 年开始实行《经济机制章程》。
但是这些国家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结果改革失败了。改革失败之后，就导致资本
主义复辟，导致国家分裂，导致天下大乱。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失败证明了社会主义发展到今
天，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也不行，也是死路一条。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这
两种倾向都曾有过，所以我们要借鉴苏联、东欧的教训。
第三类情况就是中国，我们既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和要求，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
共产党的领导，结果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成功。因为我们改革取得了成功，我们就解放和发展
了社会生产力，就增强了综合国力，就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
才可能在苏联、东欧巨变的情况下，岿然不动，这是改革的功劳。它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我调节能力，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的。
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这三类情况，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
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走偏方向也是死路一条；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华
民族所从事的改革事业，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面
临着改革这种抉择，以改革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
以改革求生存，以改革求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不是特殊规律，古今中
外一概如此。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时候，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不能生存，不
改革就不能发展。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立。秦国进行了改革，而且

成功了，它就统一了六国。六国不改革，结果就失败了，也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类文明的
发祥地基本在东方：中国、印度、埃及、两河流域。那时西方是很落后的，东方国家是走在
人类文明前面的，但是中世纪之后，西方却走在前面了，后来居上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
进行了改革。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如 1640 年的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
就东方国家而论，也力图通过改革求得发展。1868 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改
革，而且成功了，日本就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成了列强之一。而中国也进行了改革，1898
年的戊戌变法，但改革失败了，就衰败下去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我国的戊戌变法相差没几
年，造成的历史差距却如此之大，一个成了现代化国家，一个在封建社会徘徊。
就西方国家而论，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了，
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也随着发展起来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国
家之间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等等。连续爆发经济危机，1929 年的大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
义世界，在大危机的袭击下，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下降 40％，4000 多万工人被抛向街头，成
为失业大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也求生存、求发展，也被迫地进行了资产阶级改革。
最有典型意义的就是 1933 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它属于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是成功的。
罗斯福新政强调国家宏观调控，这恰恰借鉴了当时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经验，也是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结果稳定了整个国家大局。罗斯福新政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资产
阶级改革基本还是成功的，再加上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二次大战后的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
发展最快的五十年，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发展，这和资产阶级改革成功直接相关，和科学技
术革命直接相关。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发展也面临着改革这种抉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改革，
没有其它路可走。改革的伟大历史地位，伟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改不改，改革成功与否，
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决定社会主义命运。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
整、社会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投身改革，勇于创新。
(三)肩负起历史重任
21 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肩负起新世纪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几代领导人反复强调
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关键在于我们党。第一，我们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成功、失败。我们的国家的
统一、分裂，都系于共产党一身。也就是在我们中国，有共产党在，有共产党执政，就有国
家的统一，就有民族的繁荣昌盛；没有共产党在，就是国家的分裂，就是民族的衰败。我讲
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
大家看一下前苏联、东欧的变化，不就证明了这个结论吗？苏联共产党一下台，一个国
家变成 15 个国家，分裂了。其中俄罗斯还有个小小的车臣自治共和国，在闹独立，然后就
打仗，打了 5 年，打死了 6 万多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下台，一个国家变成两个国家。最
典型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一下台，硝烟四起，战火连天，一打就打了 5 年，打死 30 多万人，
200 多万难民，整个国家倒退 20 年，现在连名称都不存在了，一个国家变成 6 个国家。
你看我们国家的历史，一个封建王朝一结束，各省督军纷纷独立，每一个省的督军都是
土皇帝、土军阀，背后找帝国主义作靠山，然后争地盘打天下，北方打来打去打成段祺瑞、
冯国璋、张作霖三大军阀。即有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作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权的段祺瑞的
皖系；有以英、美势力为后台，正在积极争夺北京政权控制权的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的直
系；有以在日本扶植下统治东三省，势力扩张到关内的张作霖的奉系。各派军阀拥兵自重，
各霸一方，穷兵黩武，连年战祸。
为了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北伐军总司
令是蒋介石，1927 年打到上海，蒋介石于 4 月 12 日又叛变革命。北伐战争是为了打倒老军
阀的，老军阀尚未打倒，又冒出个新军阀蒋介石。1930 年还爆发了蒋桂冯阎的中原大战。
之后，日本入侵，并占领东北三省等大片领土，所以蒋介石也没有能够真正统一中国。抗日

战争胜利之后，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共产党把蒋介石打跑了，才实现了统一。大陆所以统一，
是因为有共产党为核心，没有这个核心，能统一得了吗？
大家再想一想，1966 年——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你试想共产党若因此下了台，谁能
来收拾这种局面？那只能出现诸候割据，军阀混战，那才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灾难。现在世界
各国和平发展，发展是主流，我们打起内战来，那才是彻底的失败。所以我们讲坚持共产党
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建设问题，那可不是一已私利，而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系于共产党一身。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对于
中华民族的统一来说，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来说，是成也共产党，败也共产党。这就是
我们党的历史地位。
第二，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建国后以来，一些领导干部，抵挡不住金
钱、美色的诱惑，丢掉了艰苦奋斗的本质，追求享乐，结果滋长了以权谋私的腐败作风，甚
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最近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
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
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充分表明了我们党以前
所未有的勇气直面自身出现的问题。不管腐败分子在党内、政府内职务有多高，隐藏得有多
深，中国共产党都有决心、有能力把他们查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表明我们党始终
自觉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
第三，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增强
党的战斗力，提高我们党执政的水平，维护我们党的团结和统一，使我们党成为更加坚强的
马克思主义的党。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正确评价我们的党,具体地说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讲我
们党的主流是好的。党的主流是好的,就是说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确立了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坚持群众路线，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路线，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党已经有了
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及其代表作《毛泽东选集》，已经有了指引
开创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邓小平理论及其代表作《邓小平文选》，现在又有了指引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代表作《江泽民文选》。这
三部著作都是我们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最好的教材。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党政治上的成熟，理
论上的成熟。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判断一个党要判
断它的旗帜，同时要判断它的队伍。我们党从1921年中共一大成立时全国有53名党员发展到
今天有7000多万党员，她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分子的绝大多数，无论哪个党派，哪个人群，
它所集中的优秀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是无法与共产党相比。这就是我们党的优势，我们要客观
评价。
7000 多万党员，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人口总数。如法国人口 5860 万，意大
利 5756 万，西班牙 3978 万，英国人口 5837 万，德国人口 8200 万。中国是一个巨型政党，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曾有过这样的规模。前苏联共产党党员最多时只有 2000 多万。
第二句话是讲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加强党的建设，实质是要下决心解决党内
存在的主要问题,核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除
了这个唯一宗旨，我们党是没有一已私利的。而且为人民服务既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也是
我们党存身立命的根本。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服务的关系，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是
鱼水关系，不是油水关系，猫鼠关系。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破坏了这个关系，要认真地解决
这个问题，我们党才能长治久安。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走在社会发展前列的先进政党。先进在哪里？最根本的，就
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
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

历史表明，党的先进性是与时俱进的历史范畴。党只有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同时又能依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党的建设的需要，不断赋予自身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涵，才
能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显示出非凡的创造力、巨大的凝聚力和坚
强的领导力。
毛泽东早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1949 年 3 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
村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讲了这个问题，预见到我们进城之后，地位发生变化，
很可能出现腐败问题，讲到我们有些干部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面前不愧是英雄，但是在糖衣裹
着的炮弹面前将败下阵来。所以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一结束，我们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当时确实有些人败下阵来了，1952 年不是杀
了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吗？全党精神为之一震。
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党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团结一致的党，已经被历史证明靠外力是没有
可能征服的党，立住立不住全看你自己。大家想一想象苏联、东欧国家那么快地垮下去，美
国派一兵一卒了没有？没有，都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脱离人民群众，到关键时候人民群
众不选择你了。
讲到这里，我又想到，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三面镜子，要经常拿出来照一照，可以“以史
为鉴，资政育人。”
一是李自成农民军。
“打天下十八年，坐天下十八天。”这就是所谓“其兴也勃焉，”
“其
亡也忽焉。”
二是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其威望如日中天。“蒋总统万岁“的口号喊得
镇天响。但曾几何时，不到四年，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亡命台湾。
三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艰苦奋斗几十年，在二次大战中没有
被希特勒打垮，却在和平环境下毁于一旦。搞了近半个世纪社会主义的东欧各国也随之“亡
党亡国“。
这三面“历史镜子”由兴而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腐败。特
别是社会主义国家亡于腐败，尽管这不是全部原因，但也够惊心动魄，令人难以想象。
讲到这里，我建议大家读一篇古文，是唐朝人杜牧写的《阿房宫赋》，写得非常好。讲
六国和秦王朝的兴衰及其教训，讲君主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后面有三个结论性意见是相当精
彩的。
第一个是讲六国和秦王朝到底是谁灭了谁，都是自己灭了自己，“灭六国者，六国也，
非秦也，诛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是讲灭亡的原因，就是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他说，“使六国爱其民，足以拒
秦，秦复爱六国之民，则递三世而万世而君，何人得以诛灭也？”这是第二个结论。讲君王
要爱护老百姓，别横征暴敛，老百姓就拥护你，最起码不会起来造反。讲国家兴衰在于和人
民群众的关系，这叫历史唯物论。
第三个结论性意见讲的是历史的教训，讲不借鉴历史的教训，不借鉴前人亡国的教训，
就会一代一代地亡国。
“秦人无暇自哀，后人哀之，哀之而不鉴之，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哀”
就是总结教训，“自哀”
，就是自己总结教训。
我们现在总结经验教训，就叫“哀之”。总结党内出现腐败的教训，这也叫“哀之”。
“哀
之”的目的是为了鉴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是过去的今天，今天是未来的历史。
历史上魏征死了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大哭，讲了“以征为鉴，可正是非，以铜为鉴，可正衣
冠，以史为鉴，可见兴衰。”
“鉴”就是镜子。苏联、东欧垮台包括我们自己出现问题，那就
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要认真地总结，加以借鉴，避免重犯错误，避免重演悲剧，这就是我们
的历史任务。
总的来说，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并做到“三个
代表”，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既要坚定信心、方向明确，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道路

是艰辛的。一旦遇到了某些困难，不能灰心丧气，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年的浴血斗争，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根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 20 世纪中叶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年
的艰苦创业，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华民族将以更加
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胡锦涛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理想社会，也
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
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和共同愿望。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 20 世纪写下了光辉篇章，也一定能在 21
世纪再铸辉煌。
我们共产党人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
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我们是两点论者，所以我们是最
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我们又是重点论者，所以我们强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更要脚踏实地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江苏大学美好的明天而不
懈努力。
毛泽东在 1952 年接见前苏联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时对他们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
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今天，
历史赋予我们以重任，人民寄托我们以厚望，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重于泰山。我们每
一个人都要惦量惦量我们肩膀上的份量之重，看重我们的历史责任，为我们党的兴旺发达，
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而竭诚努力。
思考题
1、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
2、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3、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
(马红霞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