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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21 mark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China’s history records every step forward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established, socialism has
been realized,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ve been successful, and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returned. China has gotten rid of its past
humiliation and poverty and developed into a new China with initial prosperity. The new century is a century of hope, in this century, the
great cause of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waits completi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waits someone to build, and communist ideals
await someone to realize. Let us i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set a great wish: do not forget the original ideals
and aspirations, remember the mission. Closely follow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love the motherland, actively practice, strive hard,
with their own hands to draw a grand blueprint for the 21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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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中国的历史记载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每一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社会
主义实现了，改革开放成功了，香港、澳门回归了。中国已摆脱了过去的屈辱和贫穷，发展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新
的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祖国统一大业等待有人去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等待有人去建设，共产主义
理想等待有人去实现。让我们在建党100周年的日子里立下宏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紧跟随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积极
实践，努力奋斗，用自己的双手描绘出一幅21世纪的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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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顾党的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追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百年历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

阶段。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
革命斗争中，经历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这四个阶段。

深远影响。1921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

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从建立井冈山第一个农村革命
根据地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

的大事情。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才焕然一新，

建立抗日根据地到进行全国解放战争历尽千辛万苦，取得一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次又一次的辉煌胜利。到 1948 年底，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

【作者简介】郑兴发（1957-），男，中国福建宁德人，现

战阶段，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从 1949 年 4 月

任职蕉城区农业机械化管理局原党支部书记、副局长，从事

21 日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经过三年多的解

古典文学、俗文学、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等研究。

放战争，共消灭 800 万国民党军队，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终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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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伟大的光荣的胜利。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

甘棠镇西门村人，他和无数革命先烈一样，为了追求革命理想，
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职务是安德县苏维埃政府土地

人民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铸造强起来的历史兼程。正如

委员，1934 年 3 月壮烈牺牲，革命尚未成功，青春献给祖国，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人民

时年三十五岁。为此，子孙替他深感无比骄傲与自豪，正如

的伟大成就，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主席说过：
“没

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题词写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

今日为此怀念，旨在缅怀先烈之情，弘扬祖先之英勇，

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勉励晚辈之继承，世世代代跟党走，为祖国争光，民族争气，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历了五代领导人的

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努力奋斗！

接力传承，将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发展至今成为一个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英烈网——《烈士英名录》中记

立在世界东方的伟大民族。
回想过去的历程，多少中华儿女为民族强大、人民幸福，
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献出宝贵的生命，谱写壮丽的篇章，
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人民英
雄永垂不朽

[1]

！

无数的革命先烈，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 2000 万革命烈士，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牺牲。
但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目前，
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 193 万余人。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对祖国最深厚、最崇高、最神圣的
情感，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在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历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涌现
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从留下《可爱的中国》动人篇
章的方志敏到“狼牙山五壮士”，从“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的刘胡兰到“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他们都是民族的脊梁、
时代的先锋、祖国的骄傲，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
力量。
这是一次对英雄事迹的重温，也是一次对烽火年代的回
望。所有的重温和回望，都是因为在这些远去的英烈们的身上，

载着：福安在册烈士 2420 人中的一名烈士。郑富弟同志，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
以资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闽烈字第 580606 号）。
人生的追忆，要从童年说起，在笔者成长的记忆里，常
听起爸爸陈述爷爷的革命故事。他总是和我们孩子们说，你
们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不能忘记历史，要继承先烈的足迹，
为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多做贡献，发扬优良传统，不能忘本，
从小要立足志向，认真学习，练好本领，长大报效祖国，为
人民服务。父亲叫郑奶康，从小就失去爸爸，过着饥寒交迫
的苦命生涯，打长工、受剥削 [2]。
解放后是共产党给他翻身的机会，参加工作后，一心为
公，热爱事业，为原福安县大力发展畜牧业，组建了福安县
甘棠畜牧场，长期以来担任厂长一职，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
力所能及的贡献。参加工作多年来，深受福安县人民政府的
表彰，得到“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我们家
也被福安县人民政府授予“光荣之家”，爸爸的先进事迹，
一直勉励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不愧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当
地群众称他为“老革命的孩子”。
爷爷牺牲时，父亲才七岁，在他幼小的心灵，也无法知
道爷爷太多的事迹，只听叔叔、伯伯们常讲起爷爷参加革命

深藏着我们民族不可失落的魂魄。阅读他们的故事，从中感
的故事。爷爷从小好学武艺，身体粗壮，个头不高，号称“土
受到生命的韧劲与执着，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心灵会得到
无数次震撼与洗礼。

烛雷”，打一身好“南拳”。
牺牲前的爷爷，从小追求革命理想与信念，1933 年参

2 继承革命传统，发扬先烈精神
笔者的爷爷郑富弟，出生于 1899 年 6 月，中国福安市
14

加中国共产党，被安德县苏维埃政府任命为“土地委员”，
1934 年 3 月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带领工农红军 7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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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宁德赤溪龟山院前村，开展地下革命工作，不幸被叛徒

快地发展。

出卖，引起暴动事件，遭到数百名匪徒围剿攻击，当时爷爷

10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解放、国家富强。

手持两把 45 式手枪紧急突围，打出包围圈，而后又有 8 名匪

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徒对爷爷进行围捕，因手枪无子弹无法反击，最后活活被捕，

统筹区域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全面推

杀害在龟山院前村田地里，时年 35 岁。随后工农红军得知不

进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攻坚任务圆满实现，造福中国人民 [3]。

幸暴动事件，组织主力挺进龟山，全面剿匪歼灭数百名敌对

认真追溯党的发展历程后，笔者更加深深地体会到中国

份子，捣毁三十多个窝点，取得决定性胜利，为进一步创建

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

红色革命根据地，打下坚实基础，谱写壮丽篇章，革命烈士

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近几年，

永垂不朽！

随着党的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召开，中国改革

子孙们个个都不愧为革命烈士的“红二代、红三代”。

发展的宏伟蓝图正在我们面前逐步绘就。中国正站在一个新

我们兄弟姐妹们继承和发扬爷爷、父亲的优良传统，在各自

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世界发

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奋力有为，热爱祖国，爱岗敬业，依法行政，

展的潮流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树起一座里程碑。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奉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3 党的正确领导，是中国腾飞的有力保障

迈上了新的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展现新
的前景。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100 年来，中国共
产党走过了无数坎坷的道路，从一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党组织

4 深入学习新理论，筑牢思想新根基

发展成为拥有九千多万党员、执政七十多年的伟大政党。10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

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

国化的最新成果，是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益。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建设中国

思想的创立和发展，关键在于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风，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方向。

坚持了以下基本原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4.1 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

党人，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

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

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

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

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

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建设有中国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问题，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

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由落后走向

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

繁荣，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

“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有丝毫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生产

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

力进一步发展，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国家经济正在又好又

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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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基本立场，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
立足点和出发点。

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做到知行合一。
首先要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

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

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人类思维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科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

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

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实践是理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指导我们正确认识世

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

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克

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

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要根据时代变化

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更好认识国情，更

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

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

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 21 世纪

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

本领。

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时代是思想之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要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

坚持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展的观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

义，既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

的动力源。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

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变化，

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不可预料的事情

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

就会越多，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只有

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

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

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什么都用马克思

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

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

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

的就不能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同时，根据需要找

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

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

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

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

办法上来。

义的态度。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
也是这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与发展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
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及时总结党

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4.2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习近

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表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

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我们取得成

一原则的结果。

功的基本经验，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创新发展的

4.3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基本经验。这一历史经验的理论本质，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核心是实事求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要学习掌
16

按照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逻辑的东西与客
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过程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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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一历史过程，

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

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兴的必由之路。
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
的梦想。中华民族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社
会稳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

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个
客观逻辑的理性认识和理论结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
辑。这两个逻辑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波澜壮阔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

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
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前赴后
继、气壮山河的伟大斗争，实现了开天辟地的大变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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