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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打铁必须自身硬。
建设伟大工程是赢得伟大斗争、推进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政治保证，
是“四个伟大”的关键所在。只有毫不
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把伟大工
程建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
能赢得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
伟大梦想。

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一项

艰巨复杂的伟大工程

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是我们
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和优良传统。
把党的建设视为伟大工程，是我们党的
形象比喻。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为
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
中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
程”，强调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
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
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工程。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根据所处历
史方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任务，明确提出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命题
和主要任务，把推进党的伟大事业和
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结合，不断提
高管党治党水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
提供了坚强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大课题，并以此作为新时
期管党治党的主题，不断把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推进到新的阶段。

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复杂矛盾
问题，使新的伟大工程更为复杂更为艰
巨。必须看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
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
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
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
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面临的“四大
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四种
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我们党要始
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深入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直面问题，
敢于刮骨疗伤，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
肌体的病毒，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因素。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新
时代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
象新作为。习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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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最”，是我
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最新
认识，也对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提出了更大责任、更高要
求。必须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高度看问题，从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大局出发，坚持不懈抓好党的建设，
把我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筑得更
坚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
断推向前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统揽“四个伟大”中具有决

定性作用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
大梦想是一个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
互作用、有机统一的整体，统一于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在“四个伟大”的相互关系中，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起着决定性作用，
为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提供
坚强保证。

赢得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
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
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新的伟大斗争涉及的领域和内容
是多方面的：不仅要与一切削弱、歪曲、
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言行作斗争，与一切分裂祖国、破坏民
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行为作斗争，
而且要与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
的行为作斗争；不仅要更加自觉地投身
改革创新时代潮流，坚决破除一切顽瘴
痼疾，而且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
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与挑
战。我们党要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就
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增强党的政治
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
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
强大战斗力。

推进伟大事业的牢固基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

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
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
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仅面临
着新的机遇，而且还会遇到各种风险
挑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关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我们党只有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充分调动人
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性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依托。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一经成
立就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任。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已展现出光明前景，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要实现伟大梦想，就必须准备
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使命
越光荣、任务越艰巨，越需要我们党注
重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这对加强
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迫切需
要我们坚定不移推进伟大工程，以党的
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激励全体中华儿
女不断奋进，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逐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

领导人民的伟大社会革命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
不仅要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还
要勇于自我革命。习总书记指出，中国
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
会革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勇于进行自我
革命。我们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中国的执政党，
只有敢于自我革命，把自身锻造得过
硬，才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不断增强自我革命的底气勇气。
敢于自我革命，首先要有刀口向己、自
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我们党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党章明确规定：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
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不私，而
天下自公。”没有自己的私利，就有了
最坚决、最彻底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历史上，我们党始终秉持自我革命的
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剜除身上的
“病灶”和“毒瘤”，不断解决自身的问
题，使党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进入
新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形势环境变
化、矛盾风险挑战，要交出令人民满意
的答卷，我们党只有不断增强自我革
命的勇气，才能敢于革除自身存在的
问题，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状
态重整行装再出发。

不断提高自我革命的能力水平。
“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
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强
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不仅要具
有“拿起手术刀”进行自我革命的底气
勇气，而且还具有“能为自己动手术”解
决包括自身各种困难问题的能力和水
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治党，实现了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我们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
定力，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
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全面提高
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不断探索自我革命的途径方法。
我们党是一个具有长期奋斗历史和优
良革命传统的党，也是一个紧跟时代步
伐、善于与时俱进的党。在党的历史
上，我们党探索了整风整顿、集中教育
实践活动等自我革命的形式方法，为加
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途径。推进党
的自我革命，既要继承传统管用的途径
方法，也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勇于创新。
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在继承
传统管用的途径方法基础上，根据时代
和形势发展大力推进方法创新，深化政
治巡视、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审计
管理体制、健全统计体制，创新“互联
网+”党建工作模式，走好“网上群众路
线”，使我们党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
活力。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充分发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决定性作用
■孙存良 祁一平

一些同志遭受挫折后，总感到

“压力山大”、抬不起头来，常常自怨

自艾、焦虑不安，沉浸在郁郁寡欢、

悲观失望的情绪中无法自拔，做什么

事情都提不起精神，缺乏应有的激情

和自信，严重的甚至抑郁成疾、悲观

厌世。怎样才能摆脱郁闷心境的困

扰，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好心境？根

本的还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思维方

式，多一点彻底唯物主义者的觉悟。

人的心境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

应，心境是自己可以营造和调节的。

“心中有境，境由心生。”身边的好事

坏事，不可能不对我们的心情产生影

响。喜怒哀乐都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主

观反应。遇有喜事心里高兴，碰到倒

霉事不开心，这是人的本能反应。人

在本能反应之外，还有能动反应，即

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确

认识好事坏事，及时调节自己的心

情。心境是心中之境，实际是一个人

的心胸境界和精神世界。遇到同样一

件事，不同人的态度和心情往往各不

相同。遇到喜事，大家都高兴，有的

人狂喜，只想着好的一面，乐而忘

忧；而有的人在高兴之余，马上想到

“福兮祸所伏”，自觉增强忧患意识。

碰上倒霉事，谁也不可能很开心，有

的怨天尤人、悲观失望、郁闷成疾，

但有的却能看到成绩、看到希望，以

积极乐观的态度去战胜挫折。外在事

物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一辈子要遇

上些什么事，不是自己主观愿望决定

得了的。但遇到挫折失意后，是当

“乐天派”，还是得“抑郁症”，自己

是可以选择决定的。始终保持一种良

好的心境，是人生的一种很高的觉悟

和境界。

人生之路不可能是平坦笔直的大

道，总会有曲折坎坷。“人在事中

磨。”任何挫折都具有两重性，既是

人生的不幸，也是一次磨炼的机遇。

挫折无疑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它

让人好事难成、面子难堪、身心俱

疲，程度不同地延误甚至改变人生的

目标追求。挫折同时又是前进道路上

的垫脚石。挫折往往促使人冷静沉

思，激励人发愤努力，焕发人的才智

潜能，磨砺人的意志品质，成为帮助

人迈上事业成功的阶梯。“失败是成

功之母”“自古雄才多磨难”，这是事

物发展规律的揭示。孙悟空护送唐僧

到西天取经，本来他一个筋斗能翻十

万八千里，不消半个时辰就能到如来

佛祖那里取走佛经，这样岂不省事！

为什么还要一路跋山涉水、斗妖降魔

费那么大劲？就是因为不经过九九八

十一难的艰苦磨炼，就不可能实现意

志品质、思想觉悟的升华，就摆脱不

了凡夫俗子的欲念，到不了佛的境

界。现实生活中的无数事实证明，挫

折成为垫脚石还是绊脚石，取决于自

己的态度。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对待，

挫折可以成为迈向成功的垫脚石；以

消极悲观的态度对待，挫折就会成为

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什么是积极乐观的态度？积极

乐观就是始终坚信天塌不下来，事

情再坏也会有转机，“乌云遮不住太

阳，风雨过后是彩虹”“冬天来了春

天还会远吗”，就是始终坚持以积极

的态度和行动去克服困难，战胜挫

折。一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有了

失误、事情办砸了，就要勇敢地面

对现实，主动承担责任，不要掩饰

推诿，怨天尤人。二要既看到不利

的一面，又看到有利的一面。坚信

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积极因素和

消极因素是紧密联系、互相转化

的，多想想坏事怎么才能变成好

事。三要冷静分析失利原因。特别

要注意多从主观方面找不足查根

源，总结吸取教训，真正做到吃一

堑、长一智。四要坚定战胜困难的

信心。“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

困难多。”如果是目标不切实际而受

挫，可以重新调整目标，适当降低

标准再出发；如果目标正确，那就

要断了退路，拿出屡败屡战的拼

劲，自我加油鼓劲，顽强地在挫折

中奋起。不能一遇挫折就打退堂

鼓，垂头丧气。

为什么遭遇挫折会觉得抬不起

头？往往是太在乎别人的议论，顾及

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了思想包袱，

摆脱不了失败的阴影，不管过了多

久、走到哪里，总觉得别人还在笑话

自己。实际上，这是一种少女般的自

作多情，你那点事别人当新闻听过之

后，很快就丢到一边去了，不断又有

新的更有意思的事引人关注，不会一

直惦记着你。有这类思想负担的同

志，大可不必总背着那个“压力山

大”，赶紧“放下吧”！停止终日胡思

乱想，挺起胸膛往前走，不要太在乎

别人的看法。打开门走出去看看：太

阳照样升起，春天的草照样绿、花照

样开，日子照样一天天过，事情并没

有想象的那么可怕，“这一刻自己从

思想的死胡同里走出来，下一刻满天

的云彩自会显现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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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

了“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这一重要原

则。对此应该如何理解？

77608部队排长 杨晓兵

答：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反腐败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
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
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十九届中央
纪委二次全会上再次重申“坚持受贿行
贿一起查”这一重要原则，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这体现了党中央巩固发展反腐败斗
争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坚定
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
腐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腐

败蔓延势头，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
经形成。在此基础上，要巩固发展压倒
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就不能给腐
败留有任何生存空间，就必须坚持受贿
行贿一起查，这是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
深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有效控制腐败增
量、遏制腐败滋生蔓延的关键一招。

这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反腐败
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受贿刺激行
贿，行贿诱导受贿。行贿为腐败的发酵
膨胀提供了温床，对受贿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从发生的腐败案件来看，领
导干部守不住底线是主要原因，但行贿
者花样翻新腐蚀拉拢领导干部也是重要
诱因。长期以来，对行贿的查处力度不
够，重查受贿、轻查行贿的现象客观上
助长了腐败问题的滋生，这是当前深入
推进反腐败斗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提出受贿行贿一起查，表明行贿者也要
付出代价，必将形成强大威慑力，促使
企图行贿者收敛收手，有利于从源头上
阻断腐败行为发生。

这体现了坚持全面从严的强烈信
号。大量案例表明，行贿者与受贿者之
间存在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关系，久而
久之极易形成小圈子、小团伙，更有甚
者，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
利益集团，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治安
全。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全面从
严”的具体体现，能够有效震慑买官卖
官、官商勾结等违纪违法行为，破除圈
子文化、码头文化，铲除党内利益集团
滋生的土壤，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实现
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受贿行贿
一起查也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让“行贿
受贿一样可耻”成为普遍信念，推进全民
守法，维护公平正义，体现了以建设廉洁
政治为目标促进整个社会廉洁的价值追
求。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 余远来

如何理解“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清朝同治皇帝登基后，在十几年

内先后平定了太平军、捻军和云南的

战乱，国内重归统一，军队也买了些洋

枪洋炮，朝野上下出现一片对“同治中

兴”的颂扬之声。直至1894年甲午战

争爆发后，清王朝惨败，终至“吾国四

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一直自诩“天朝上国”的清王朝，

竟被东洋“蕞尔小邦”打得一败涂地，

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决策者终

于认识到自己军制、战术的落后，光绪

皇帝提出练兵是“救时第一要务”，同

意依照德国教习汉纳根的建议，在天

津编练7000人的“定武军”，并交由袁

世凯督办。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南京

编练一支2800人的“自强军”，并以重

金聘请 35名德国军官为军事教练。

但这种把军权拱手让给外国人的做

法，招来广泛批评。在戊戌变法后，这

些“洋军官”被遣送回国，自强军北调

天津小站同定武军合并为“新建陆

军”，从此迎来了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

一个重要转折——小站练兵。

编练西式军队，需要一大批懂得

外国军事典章条令的军官。此前，清

军只有少数海军的管带在英国留过

学，北洋武备学堂仅派过有限几人出

国考察，陆军统兵官不是出身旧式行

伍就是世袭官位，顶多了解点外国枪

炮的操作，对其战术则是一窍不通。

清廷要员们了解到日军是通过模

仿德军强大起来的，便认为学“东洋”可

以成为学“西洋”的捷径，加之当时赴德

费用太高，而赴日留学旅费和生活费则

同国内远途上学相仿，于是国内很快掀

起了留学东洋的热潮。从1898年张之

洞派学员赴日见习陆军开始，至1905

年时，中国赴日学生已逾万名，入军校

者超过2000人。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也

曾描写道，在赏樱时节，东京街头能见

到成群结队留辫子的“清国留学生”。

自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清政

府计划在国内建立36个镇（师）新军，

结果此后十年间只建成14个镇和一些

混成协（旅）的军队，共20余万人。年

轻的留日学生回国后便在军中担任要

职，如蔡锷26岁时就被任命为广西新

军总教官和讲武堂总办，李宗仁就是他

的学生。阎锡山留日回乡后，28岁就

担任了驻晋新军主力标（团）的标统（团

长）。蒋百里留日后再留德，回国后仅

30岁就担任了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

军校的校长。孙传芳、许崇智等在归国

后，也很快担任了标一级军官。

这批赴日军事留学生在新军和新

建的学堂任职期间，均按照德日条令

和战术操典实行编练，军装也仿照日

式，并采购德式武器或在汉阳兵工厂

等处仿造。1909年，北洋新军在河北

进行演习，前来观看的各国武官都感

慨地说，这支军队与过去宽衣大袖的

兵勇完全不同，是有着近代化军装和

武器的部队。从这时起直至20世纪

30年代，中国军队、军校的战术教范

都基本使用日本的《步兵操典》，甚至

到蒋介石掌权时他还要求下属在衣兜

里都要装一本以便阅读。

然而新军的建立，最终并未实现救

亡图存的目的。当时的中国陆军全盘

照搬日军战术，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

上将中有三分之二曾就读于日本士官

学校，他们在指挥对日作战时大多打败

仗，这也是徒弟抄袭师傅而无创新的必

然结果。新军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军队

现代化的历程。许多留日学生在东京

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而在新军的任

职者中又有许多参加了辛亥革命，在政

治和军事上均推动了中国的进步。毛

泽东在1954年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上说，“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

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

新军”。晚清编练新军的开端作用，还

是值得后人充分肯定的。

晚清新军的建立，虽然最终并未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却开启了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历程，
在政治和军事上均推动了中国的进步

晚清编练新军何以未能救亡图存
■徐 焰

军营哲思学习要论

读史札记

理论答疑

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把伟大工程建好，把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才能赢得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