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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
彭萍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的讲话中指出，“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

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

这不仅关系到如何深入学习党的光辉历

史，而且涉及如何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

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学习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从历史中获得启

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

宝，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

阻，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的必

修课。

通过学党史进一步感悟思想伟
力，进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
能力水平

伟大的实践离不开伟大理论的指导。

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推动各项事业

发展实现新的历史跨越。回顾党的奋斗历

程可以发现，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

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

我们党都能够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

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就在于

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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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新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

科学理论指导。学习党史，就要从党的非

凡历程中领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深刻改变

中国、改变世界的，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

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

认识，特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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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全面准确领会其丰

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又要深

刻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不断提高运用这一科学理论指

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

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党史进一步坚定人民立
场，进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
能力水平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

人民而兴。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

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

而不胜。党的百年历史是我们党带领人民

历经艰辛、不断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历

史。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

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雄

辩地证明，人民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

进的根本力量，党和人民的坚强团结是我

们战无不胜的根本保证。学习党史，就要

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汲取群众的

智慧和力量，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

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

之中。

通过学党史进一步理解制度优
势，进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
能力水平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评

判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

越，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看其在应对重大

风险挑战时能不能充分彰显威力、发挥效

能。一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战胜了一

个又一个风险挑战，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

治理体系的优势不断彰显、不断增强，为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

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

了有力保障。学习党史，就要弄清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

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这一体系的

形成具有必然性；要从学理上探究我国制

度优势的丰富内涵，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要在继续坚持好巩

固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

势的前提下，不断推动我国制度优势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前所未

有的严峻风险挑战。

通过学党史进一步传承红色基
因，进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
能力水平

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

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

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

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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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史，就要探寻这些伟

大精神培育与发展的脉络，解读我们党历

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

的基因密码，进一步汲取精神力量、感悟初

心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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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的

勇敢姿态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续写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新篇章。

通过学党史进一步推进自我革
命，进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
能力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办好中国的

事情，关键在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能

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对我

们党的一大考验。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

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

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正因为我们

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敢于正视问题、克

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才能

够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够

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正，

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学习党史，就要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

现实问题，通过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不断增强

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性，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以新时代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通过学党史进一步增强忧患意
识，进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
能力水平

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壮

大于忧患的政党。常怀忧患意识是我们党

的优良品质。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心

存忧患、肩扛重担，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从毛泽东同志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两个

务必”的告诫，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

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无不切中时

代的命题。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要有如

履薄冰的谨慎，越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这

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进一

步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是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

环。学习党史，就要总结和运用党在不同历

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把从

这些丰富经验中吸收营养、汲取智慧同增强

忧患意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结合起来，确

保我们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面对复杂形

势不迷航，面对艰巨斗争不退缩，从最坏处

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

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关键时期，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必须

抓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重大机遇，

而且必须着力防范化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带来的重大风险和挑战。深入学习党史，

深切感悟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

经验、优良传统，不断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并切实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才

能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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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经验
韩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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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

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的必然要求”。一百年来，我们党能够战

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

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通过学习百年党

史，总结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

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对

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引导

全党在新征程中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

神，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

大社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
政党性质的内在要求

勇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

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

因，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内在要

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从小到大、由弱

到强的发展历程中，不仅要同来自外部

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而且还要与来

自内部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不断解

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以确保肌体健康。

中国共产党要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理想，就必须

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

作坚决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勇

于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

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才能从党的

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

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

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

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

正错误。

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可见，正是因为

我们党能够积极克服自身存在的不足，

在革命性实践中不断锻造自己，才能做到永葆初心、勇担使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结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百年来，我们党在毫不懈怠的自

我革命中践行初心使命，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

涵养共产党人的党性，积淀了自我革命的丰富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党领导人民不懈奋

斗、不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进行自我革命

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重视加强自身建设，培

育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自我革

命的现实要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视问题、克服缺

点。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等，有力推进

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组

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等，使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

提高，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不断增强。

回顾党的百年历史可见，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

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

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在新征程中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

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

险无处不在，一些顽固性问题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因此，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进一步增

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一是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

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

底，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拧紧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

思想之舵。

二是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政治，

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

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

本途径。”在当前国内外严峻形势的考验下，尤其要旗帜鲜明

讲政治，教育引导全党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坚

定不移向党中央看齐，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

治执行力。

三是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只有

把党的自我革命的好经验好做法用制度固定下来，将制度建设

融入党员的日常管理和教育中，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之中，同时严格制度执

行、健全监督机制，才能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使我

们党永葆生机活力。

（作者系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

党校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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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立
足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回顾中国
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辉煌成
就，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是全
党的重要任务，同时也吸引了很多海外学者
的目光。海外人士普遍认为，今天的中国不
仅对中国人民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很重
要，要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就必须首先了解
中国共产党。因此，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百年
成功经验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一些有代
表性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掌握先进理
论的政党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先进理论的指导无
疑可以使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更加顺
畅，更易于取得成功。这个先进的理论不是
别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
这一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创
新成果。对此，俄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
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
的秘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掌握先进的理
论”。有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
根据环境变迁而实现理论创新，产生了一系
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这是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根本所在。基
于这样的认识，海外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大理论成果给予了高度关注。当前，
他们尤其把目光聚焦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为这一思想是不断发
展丰富的，是与时俱进的，极具时代意义。
埃及商会联合会秘书长阿拉·伊兹这样评价
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

“中国发展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
这一思想必将引领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在时
代前沿。”

中国共产党善于向历史和人民
群众学习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
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展“四史”宣传教
育作出安排部署，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重
视学习又善于学习的特质和优势。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对此,英国剑桥大学
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认为，得到人民的大力
支持是真正的原因。俄罗斯《真理报》2021年
3月发表根纳季·久加诺夫题为《中国共产党
成功的最重要秘诀——善于向历史和人民群
众学习》的文章。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自建
立以来，引领中国实现伟大跨越，取得了突出
成就，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的秘诀之一在于
始终贯彻“人民至上”原则，注重向历史和人
民群众学习。德国、英国、荷兰也有学者认
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倾听、吸取群众意见，为
此党和政府设计了多种渠道，包括开展协商
民主、进行网络投票等，由此极大地增强了
共识，凝聚了力量。

中国共产党有不断自我革新的
品格

与世界其他政党相比，勇于自我革新是
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正是由于中国共产
党勇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才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中不断改革创
新、与时俱进。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汉纳·

加里卜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是不
断自我革新的百年奋斗史。在改革开放起
步时，中国共产党就已意识到，推动改革进
程既是执政党的义务，也是结合本国国情深
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契机，只有在党的革新
和现代化的战略尝试中不断地进行评估和
评价，才能不断完善自身的体制机制，这也
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实现不同阶段战略
目标的重要原因。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
共产党不仅持续推动自我改革，而且还将改
革措施制度化。他们提到，中国共产党颁布
了大量的党内法规制度，形成了一系列详细
复杂的制度体系，包括人才选拔、绩效评估、
晋升奖惩等。通过这些党内法规制度，中国
共产党依法治国、依规治党，有效加强了党
的建设。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实现
长期执政的一个原因是在逆境中形成了自
我更新、自我恢复、自我改变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政治
本色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就是始终牢记
党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做到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为国家谋富强。西班牙共产
党主席森特利亚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
源于始终保持本色。他认为，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展、繁
荣的历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
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面对外
来的军事侵略，面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经受
住了重重压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摧毁
了帝国主义妄图统治中国人民、控制中国经
济的野心，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

成立了新中国，展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致力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的生活质
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没有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这 70多年间所取得的成就根本
不可能实现。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正确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道路

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成功开辟，
海外学者研究的成果极为丰富。对于改革
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海外学界也
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之为“中国道路”“中
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治理”等。进入新
时代，海外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
呈现出的有效的国家治理赞不绝口，特别是
中国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更引起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优势的高度关注。巴西有学者认为，从中
国共产党疫情治理中就能看到中国治理体
系具有高效能，其有效治理措施和经验非常
值得学习。玻利维亚立法大会参议院第一
副议长利内斯·古斯曼在目睹中国改革开放
的巨大成就后感叹道：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和科技水平造就了“中国奇迹”，法治建设和
打击腐败成效显著，城市安全和城际轻轨令
人羡慕。

总的来看，很多海外学者在评价中国共
产党百年历史经验时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归
根结底，中国的发展变化在于有了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革
命、建设和改革都有了最根本的保障。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

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党的经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

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全

党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

怀信心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铭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

出的伟大贡献，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做到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

所得，本版特组织刊发理论文章，以飨读者。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