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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
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在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
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
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
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
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
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伟大
抗疫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
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
蕴，是民族精神在新时代的一
次极大升华，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点和深邃的精神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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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国上下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同投入到抗击疫情
的战斗中。在这一全民战“疫”中，共有
346支医疗队、4.26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武
汉和湖北。他们冲在一线、干在一线，勇
往直前、舍己救人，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英雄本色。而这些
白衣英雄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偶然，而是从
生死锤炼中走来，更是从红色基因的代代
传承中走来。危难面前，他们就是满怀责
任担当的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者，在
疫情防控中展现着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中国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和国是红色
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红色体现了信仰
与忠诚的颜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和使命。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
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创
造的一系列特有的精神品质的总和，基本
内涵包括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服务人民、
牺牲奉献、实事求是、改革创新等精神。

红色基因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红色
基因是坚守着中国革命的理想信念，在白
色恐怖中杀出重围的井冈山精神；是秉承
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执著信念，摆脱国民党
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最终成功到
达陕北的长征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延安精神；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依靠群众、团结统一
的西柏坡精神。

红色基因与新中国的发展共经风雨。
红色基因是老一代科学家和广大研制人员
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一个
又一个技术难关，取得中华民族为之自豪
的伟大成就的两弹一星精神；是在群众最
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
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的焦
裕禄精神；是掀开中国农村改革，助力中国
改革向纵深推进，敢于创造、敢于担当、敢
于奋斗的小岗精神。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红色基因是在历经革命战争的淬炼
中形成的，是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勇于奋斗
的革命精神、牢固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
实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主要内容，是
各个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的高度凝炼。红
色基因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是党不朽
的魂、稳固的根。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生命密码，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筚路
蓝缕的奋斗历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性质宗旨，镶嵌着中国共产党人坚贞不
屈的理想信念，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历史担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担当。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红色基因也随着时代的
发展不断增添新的元素，被赋予新的时代

养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红色基因在
新时代的生动体现，两者高度统一、深度互
补、深度融合。在新时代更好地传承红色
基因，就是要将红色基因融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学好党的历史，汲取红色营养，
强化使命意识，切实把红色基因贯穿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
从抗击非典到支援汶川地震，从改革先锋
到共和国勋章，无数最美奋斗者们坚定理
想信仰、对党忠诚可靠、坚持不懈奋斗、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红色基因所蕴
含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发扬光大。在抗
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医护人员
组成的一支支逆向而行的队伍，在关键时
刻奋勇向前，毅然扛起重任。他们把红色
基因融入血脉里，这是追求、是信仰、是忠
诚，是自强不息、是无怨无悔。他们展现出
的伟大精神力量，不断丰富、构筑、阐发红
色基因的时代内涵。

中华民族在发展进程中曾经面临着这
样那样的风险挑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
涛骇浪，但总是心怀希望、不懈奋斗，激流
勇进、度尽劫难，最终战胜千难万险。来势
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吓不倒英雄的中国
人民，红色基因深深融入党和人民的血脉
之中，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作者为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基地特聘研
究员，南京晓庄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本
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雨花英烈
精神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载
体及机制研究”（17DJB002）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传承红色基因 践行崇高使命
□ 王延光

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
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中华民族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孕育形成了伟大民
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中国人历来
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下为公、克己奉公，
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强调和衷共济、
风雨同舟，倡导守望相助、尊老爱幼，讲求
自由和自律统一、权利和责任统一。在这
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和艰苦卓绝的历史
大考中，14亿中国人民显示出高度的家国
情怀、责任意识、自律观念、奉献精神，铸就
起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精神防线。

“爱人利物之谓仁。”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我们给予每个生命以最大的尊重、最
平等的对待，相守相依、不离不弃。在武
汉，780名新冠肺炎患儿全部平安出院，最
小的收治时才出生30个小时；80岁以上高
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70%，年龄最大的108
岁⋯⋯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
仁爱传统。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
同理想，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
想，从“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家国情，到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是根植于
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涵育了伟大抗疫精
神，在大疫来临之际充分激发、充分彰显。

伟大抗疫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从抵御地震、洪水、泥石流、雨
雪冰冻等重大自然灾害，到抗击天花、血吸
虫病、疟疾、非典等重大疫情，中国人民之
所以能够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
起，就在于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精神的哺育滋养，在理想信念、价值理
念、道德观念上高度一致。

中华民族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每每民族面临危机之时，爱国主义精神总
是会集中迸发出来，转化为全体中国人民
的坚定信念和自觉行动，成为化危为机的
精神力量。“不计报酬、不畏生死、随叫随
到！”“遏制疫情，我们可以！”“我是党员我
先上”“疫情不退我不退！”白衣执甲、逆行
出征的医务人员，夜以继日、忘我奋战在建
设工地的工人，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的人民
解放军指战员，不惧风雨、坚守一线的社区
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千千万万
的抗疫战士以自己感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诠
释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构筑起全民族的不屈脊梁。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伟大抗疫精神最
厚重的精神底色。马克思说：“我们知道个
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
量。”深受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熏陶培育
的中国人民，在国家面临灾难之时，能够将
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
集体利益，自觉为国家分忧、为民族担责。

英雄的城市背后，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英雄
的人民身边，是亿万伟大的人民。面对凶猛
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调集最
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
举全国之力驰援湖北、驰援武汉，唱响了社
会主义大团结大协作的动人乐章。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
释。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
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
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精神把
中华儿女的心汇成最大同心圆，把中国人
民的力集成最大向心力，犹如千里奔涌、万
壑归流的伟力竞相迸发。

国有危难，使命就是号角；紧要关头，
初心就是方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广大医护人员不怕牺牲、连续奋战，哪
怕脸颊被口罩勒到溃烂、双手被汗水浸到
泛白，哪怕在手术室外席地而眠、没时间上
厕所不敢吃饭⋯⋯抗击疫情有两个阵地，
一个是医院救死扶伤阵地，一个是社区防
控阵地。武汉全市4.45万多名党员干部
职工下沉到3000余个社区、7000多个住宅
小区、13800多个网格，和广大社区干部一
起夜以继日、不辞辛劳、默默付出。观察中
国的疫情防控，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
艾伦·麦克法兰感叹：“中华民族在数千年
的历史中展现出不畏牺牲的精神。如今，
我再次看到了这种精神。”

伟大抗疫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前所未
有的精神风貌，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
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
精神一脉相承，在中国共产党近100年历
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历史、中华民族
5000多年发展史上刻画下新的精神坐标，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矗
立起新的精神标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就要毫不动摇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抗疫斗争实践告诉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
可靠的主心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是全党全国人民无惧艰难险阻、战胜一切
挑战的主心骨、定盘星。在习近平总书记直
接指挥下，全党上下如一台精密的机器高速
运转起来，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
3900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
1300多万名党员参加志愿服务，近400名党
员、干部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献出宝贵生
命。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大考中书写奉献
担当，中国共产党人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检验的抗疫答卷。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毫不动摇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
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汇聚起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
挑战的强大合力。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就要不断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疫情暴发后，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专项资金迅速
划拨、战略储备紧急调用、物资入境一路畅
通，战时链条环环相扣、高效运转；联防联
控大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国400多万
名基层工作者牢牢守护住65万个城乡社
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控斗争实
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
命力和显著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
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必须坚定方向、大胆
实践，立足“中国之制”开辟“中国之治”，创
造引领复兴、造福世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制度文明。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就要勇于进行具
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社会是
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
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
的政治品格和无畏的英雄气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
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伟大抗疫
精神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那种在困难
和风险面前不放弃、不退缩，越是艰险越向
前，为了初心使命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今天的中国，经受住了空前未有的疫情冲
击，但前进征程上依然有许多“娄山关”“腊
子口”。我们已经夺取全国抗疫斗争重大
战略成果，但还没有到歇脚放松的时刻；我
们站在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
汇点上，但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滚石上山、
爬坡过坎的艰难。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做到面对矛盾
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有
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
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
斗争新胜利。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 颖 达

思考热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生
动记录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伟
大实践，蕴含了许多具有原创性、时
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观点，集中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
论成果，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读
本。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对学习的追求是无止境
的，既需苦学，还应“善读”。一引其
纲，万目皆张。从整体上把握《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逻辑结构，
对学习这部著作将十分有益。按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内容
层次，可以划分出四重逻辑结构。

第一，“1+19”的逻辑结构。在
全书中，蕴含着“1+19”的逻辑结
构。“1”即党的十九大报告，“19”是
其后的全部专题，党的十九大报告
在全书居于统摄性地位。《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三卷将党的十九大报
告列为卷首篇，彰显了党的十九大
报告的特殊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这次大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
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深
刻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
和精神实质，为新时代中国继续奋
斗指明前进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
统摄全书，19个专题紧紧围绕“八
个明确”的主要内容和“十四个坚
持”的基本方略进行编排，每个专题
收录的都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的
重要文献。可以说，19个专题的内
容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
论结晶，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第二，“1+18”的逻辑结构。在
19个专题中，蕴含着“1+18”的逻辑
结构。“1”即第1专题“谱写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18”是其
后的全部专题，第1专题在19个专题
中居于统领性地位。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鲜明主题，也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
本原则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
推进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创新，形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
度、文化，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实践无止境，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止
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
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
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
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需要
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发展方
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和政治保证
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第1专题“谱写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集
中反映了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论述，提出了实践的主
题，其余18个专题都是围绕这一实
践主题具体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1+17”的逻辑结构。在
第2-19个专题中，蕴含着“1+17”的
逻辑结构。“1”即第4专题“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17”是第2-19中的其他
专题，第4专题是贯穿其他专题的一
条红线，居于基础性地位。“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原则性的问题。第4专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其他17个专题明显
不同，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一专题回答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明确
了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第4专题收录了《我们的
目标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
大底气》《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4篇
文章，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展现了人民至上的
价值追求，彰显了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
英雄，依靠人民才能创造历史伟业。与第4专题相比，其他17个专题
侧重于回答“做什么”“怎么做”，明确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
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任务和方针。

第四，“2+15”的逻辑结构。在第2-3、5-19这17个专题中，蕴
含着“2+15”的逻辑结构。“2”即第2专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和第19专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
入”，其余15个专题涵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
面，第2、19专题居于主导性地位。在这17个专题中，蕴含“四个伟
大”和“两个伟大革命”，第2专题和第19专题属于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总体上是为了推动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其余15个专题属
于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总体上是为了推动伟大社会革
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办好中
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将党的建设单列
两个专题，昭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
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党坚持
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协同推进党的伟大自我
革命和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作者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通大学基地研究员）

深刻把握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三卷蕴含的逻辑结构

□
吴日明

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