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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主要内容

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二 听党话、跟党走，做时代新人



“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
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
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
得更好。”

1942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学习组作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

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

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

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习近平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一）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二）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三）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四）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与苦难抗争的近代史——

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

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

——一个又一个运动均以失败告终

中国共产党诞生——

✓ 担负起反帝、反封建

的历史重任

（一）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1.07—1949.10）完成救国大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1年
◆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

◆ 7月30日晚，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会议被迫休会。

◆ 中共一大代表从上海乘火车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

舫上完成了大会议程。

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主
心
骨

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

观的破产》一文中，总结党的创建的历史

时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



1.大革命时期（1921—1927）

1927年，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汪精卫发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
八七会议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



1927.10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4“朱毛会师”
工农红军第四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向西突围，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围

追堵截，红军四渡赤水，跳出了包围圈，1936年10月达到延安。



1935年1月，党中央

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

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

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是党

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

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会址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

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

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这就

是“七七事变”。从此，中华民族全

面抗战开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

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侵华

3.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向同盟国的投降书上签字，日本军队128万
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
结束。

南
京
受
降
仪
式
现
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

战协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以

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向解放区

展开大规模的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4.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1948年9月12日开始，

同年11月2日结束。历时52

天，歼敌47.2万，这一战

后，国军总兵力下降到290

万人，解放军总兵力上升

至300万人。

1948年11月6日开始，

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

66天，共歼国民党军55.5

万人。经过这一仗南线国

民党精锐主力已经被消灭，

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

区获得解放。

1948年11月29日开始，

1949年1月31日结束。平津

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地区

基本获得解放。尤其是和

平解放北平，进一步打击

了国民党的士气，对加速

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重要

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至1949年，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

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第一

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选举毛泽东为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

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

开国大典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它彻底结束了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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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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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改天换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10—1978.12）完成兴国大业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

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

此抗美援朝胜利结束；1958年，志愿军全部撤回中国。10月25日为抗美援

朝纪念日。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

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

八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

路线，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

建设具有长远的意义。



1956年底，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



从1957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的成
就；同时，也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

大创造，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的实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

潮流。

这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

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

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三）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1978.12—2012.11）推进富国大业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

北京召开。会议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

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

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陈云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

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四大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出

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

策，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

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邓小平南巡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向21世纪。

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

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

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

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

家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四）惊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2.11—今）推进并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强国大业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确定两个百年目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郑重

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



党的

面貌

1

中华民族

的面貌

5
军队的

面貌

4

国家的

面貌

2

人民的

面貌

3

前所未有

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中华

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

第一个阶段

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

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精准扶贫，补齐“民生短板”——

2016年

减少
1240万

减少
1289万

减少
1386万

2017年 2018年

减少
1109万

2019年 2020年

剩余551万

▶“十三五”时期，全国贫困人口减少5575万人。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役

取得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

部出列，创造了一个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

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

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



结合护理专业谈一谈，作为

高职院校大学生如何为“健康

中国2030”发展战略做出自己

的贡献？

讨论发言：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
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
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
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
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
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
量。”

二、听党话、跟党走，做时代新人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一）坚持实事求是，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

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

探究历史规律。”



（二）胸怀“两个大局”，善于分析把握历史大势



（三）践行初心使命，做为国为民尽责的时代新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身边的榜样1



肖思远，河南农业职业学院2014级汽修3班学生，

于2016年在校入伍，在卫戍边境时誓死捍卫国土，

壮烈牺牲。中央军委追记其一等功。

在战地日记中，肖思远写道：“走在喀喇昆仑，

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

国的领土，无比自豪！”

身边的榜样2



⚫ 袁玥，女，汉族，1990年6月出生

⚫ 大专毕业于江苏省护理职业学院

⚫ 本科毕业于扬州大学

⚫ 徐州医学院研究生在读

⚫ 201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荣获“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

员”“淮安市百佳护士”等荣誉称号

⚫ 2011年起就职于淮安市淮阴医院，淮安市静脉输液治疗专科护士

⚫ 2018年受聘淮阴区党的理论宣讲员

⚫ 2020年有幸成为淮安市第二批、江苏省第五批援鄂医疗队省队成员

身边的榜样3



高职院校广大青年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

志存高远、胸怀祖国的崇高理想；

爱党爱国、为民服务的家国情怀；

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

忠于职守、团结拼搏的奉献精神。



今天，我们重温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既是回

望过往的奋斗路，也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

回望过去、眺望未来，我们必须抓住党史学

习教育的契机，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

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学党史、悟思想，为民服务的时代新人!

结束语：



谢 谢

护理学院 党总支

2021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