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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一步，学深一步
———专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

对话 悦赏言讲

周末
WEEKEND

当前，全市上下正在掀起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教育热潮。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社会主义建设重要基地、改
革开放前沿阵地和马克思主义传播重镇。在“四史”学习教
育中，上海如何“先行一步，学深一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常务副校长徐建刚对此不乏见解。

■ 本报记者 夏斌

徐建刚
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上海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市委

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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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解放周末：为什么要在今年重点学习“四史”？

徐建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百年之际，在全党开展“四
史”学习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
好的清醒剂。”去年 11月，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让
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今年 1月 8日，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学习
“四史”的明确要求。这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
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

学习历史是面向未来。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
眺前行的路，才能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
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才能切实做到理论上清
醒、政治上坚定；只有把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
的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搞清楚，才能真正明白我们走的
是康庄大道，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
的邪路。

解放周末：“四史”学习教育的重点、难点在哪里？

徐建刚：最重要、最核心就是，要把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线，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
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

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
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我们党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
主题和主线。

同时， 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上发生过的曲折和错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
立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东方大国，领导
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难免会出现失误、遭遇挫折。重要的
是，要善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不断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
前进。

就汲取教训而言， 一方面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个根本，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不能
脱离中国的实际；另一方面不能满足已有的成就，不能故步
自封，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通过开放促进改革，通
过改革推动发展。实践反复证明，改革是“闯”出来的，成绩是
“改”出来的。

解放周末：我们党为何如此重视学习历史？

徐建刚：中华民族历来有治史、用史、学史的传统。中国
共产党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型政党，一贯重视学习、总结、

借鉴和运用历史。

以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为例。党的七大
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即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
想为全党指导思想。在此之前，六届七中全会专门通过《关于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系统总结我们党诞生以来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经验教训，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列主义基
本理论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一
决议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革命事
业的发展，也保证了七大的胜利召开。

再来看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走自己
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这次会议
召开的前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 32年来党的重
大历史事件作出正确总结。这份决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篇极
为重要的理论总结。它对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
想认识，同心同德地全面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产生了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 从来都不只是历史本
身，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的统一，是思想统一
的基础。思想上统一，才能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

进一步探寻中国道路、

中国故事的世界意义

解放周末：“四史”在时间上跨越几百年，在内容上更是
“大部头”。推进“四史”学习教育，如何在“化繁为简”上下大
力气？

徐建刚：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三大里程碑。在大历史和小时段的交错中，分别对应革命、

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进程，折射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
国从理论到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脉络。

在“四史”学习教育中，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
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国
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坚决
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有种观点认为，革命延误甚至阻碍了现代化。这是典型
的“自说自话”。近代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以及一系列“改良
式”方案、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失败一再证明，必须推翻压
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才能迎来民族独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振兴。

对近代中国而言，只有进行革命，才能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
的障碍，才能为实现现代化提供前提。这是“四史”学习教育
中需要说明的重要道理。

解放周末：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涵盖了新中国 70

多年、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什么还要单独拎出来
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徐建刚：聚焦新中国史，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为什么

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聚焦改革开放史，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改
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二者打通起来看，能够
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勇气与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四史”虽然各有知识点，但不能简单、机
械地认为它们是孤立的、割裂的。通过“四史”学习教育，既要
弄清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具体
内涵区别，也要弄明白它们在历史、理论、实践逻辑上的密切
关联，从而进一步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解放周末：有观点提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是纯
粹的中国故事，社会主义发展史则侧重于讲“外国故事”。

徐建刚：“四史”当中，其实有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

纵向的是中国百年历史，横向的就是社会主义发展史，即要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来理解
中国道路。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探寻中国道路、中国故事
的世界意义。

社会主义发展史不能仅仅看成“外国故事”。因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而且，从
长远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人类方向，中国的发展与社会
主义的世界命运休戚相关。

当然，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共同
富裕是要努力达成的目标。同时，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发
达的、不充分的，需要不断完善。所以，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努力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更多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

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底色，

红色文化是上海文化的亮色

解放周末：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始“四史”宣讲。截至 5月
底，市委讲师团“四史”专家宣讲团已发动 65位学者奔赴 16

个区，宣讲 92场，覆盖听众 20余万人。学习“四史”，上海为

何要“先行一步”？

徐建刚：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中央机关长期
驻扎上海。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
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同时，上海还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
要阵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
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总书记在上海向全党提出了“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的要求。我们既要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
发展的先行者，也理应在“四史”学习教育中学在前、走在前，

把上海的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这也是上海的
政治站位和责任担当。

解放周末：“先行一步”的同时，如何确保“学深一步”？

徐建刚：“学深一步”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把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作为首要任务，从“四史”学习中加深对党的创
新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从宣讲的角度来看，不仅要注重讲道理，也要善于讲故
事，学会用身边的史、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来教育身边的人，

用通俗的方法到人多的地方去讲。

比如，回顾上海城市的发展历程，就可以从新中国成立
初期建造曹杨新村等工人新村、 解决十万工人居住困难，讲
到改革开放“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故事，从而生动阐
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又如，现在要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可以进一步讲述上
海工人阶级克服困难、创造许多奇迹的故事，宣扬上海工人
的工匠精神。

解放周末：上海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无数革命先烈在
此留下了奋斗的足迹。

徐建刚：确实，上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之地，无数的
革命先烈长眠于此。罗亦农、彭湃、汪寿华、陈延年、陈乔年、

顾正红、茅丽瑛、王孝和等革命烈士，是上海城市记忆中的闪
光名字，值得永远铭记。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上海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先
进集体，如蔡祖泉、杨富珍、杨怀远、“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

这些先进典型是上海工人和劳动者的先进代表，也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上海人民建设人民城市、建设伟大祖国的生动体现。

时代在变，主题在变，但共产党人的先锋本色不会变也不
能变。这些都是讲述“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素材。

解放周末：上海的革命遗址也很多，应该怎样进一步发挥
它们的作用？

徐建刚：据不完全统计，上海革命遗址有 600 多处，现存
400多处，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 8 处、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 49处。

上海的革命遗址遗迹具有明显的特点： 一是地位重要，一
大、二大、四大在此召开，还一度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二是
时间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中共中央
机关离开上海；三是区域集中，主要集中在上海中心城区。

此外， 上海的革命遗迹还充分体现了地下斗争的特色，很
多遗迹隐藏在街巷里弄。这和延安、井冈山、西柏坡是不一样
的。对这些遗址、遗迹展开进一步挖掘、保护和宣传，可以让人
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历史。

正因为地下斗争的特点，所以对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员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党的纪律的遵
守、对个人素养的要求。由此，我们党的宗旨、纪律、初心以及奋
斗精神等，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在上海铸造的。

解放周末：对历史了解得越多，对上海是不是也就越有感情？

徐建刚：历史是连续的、贯通的。对上海来说，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一旦贯通起来，就能与上海地
方史、浦东开发开放史等身边的历史打通起来。

我作过一个统计，从 1990年到现在，大概有将近 1000 万
人是新上海人。 他们中的不少人只知道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

甚至只接触了新世纪以后的上海， 对上海百年来甚至 70多年
来的历程知之甚少。因此，我在宣讲中会针对这些“盲点”作一
些重点阐释。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屈辱史，是
一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 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史。近
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上海注入
了不一样的精气神。

如果说江南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底色、海派文化是上海文化
的特色，那么红色文化就是上海文化的亮色，是上海这座光荣
城市的红色基因。

其中，江南文化赋予了上海勤劳、精细的特点，海派文化让
上海更加开放、更加善于学习，红色文化带来了奉献意识。三种
文化按照时间顺序一层层涂上去，让上海的城市面貌更加富有
新气象。

人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也是生活在时代中的。我常常会拿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张考卷举例。当时的语文考卷有 4道
改错题，另外就是一道作文题，没有限定主题，占了 90分。现在
看来，这张考卷是十分简单的，但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考不出来。

经过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 高考内容和难度显然增加了不
少，但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同样增加了很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进步。

伟大的历史
无不沉淀为时代的精神

解放周末：网络上，有人打着“还原历史”幌子，肆意改变对
近现代史和党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

对于此类现象，该如何予以警惕和抵制？

徐建刚：种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马
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它们刻意无视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
质，戏说、胡说、歪说，编造各种谎言来无限夸大探索过程中的
挫折。这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学历史的基本方法是了解历史事实、理清历史脉络、把握
历史规律、得出历史结论。考察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不能
脱离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不能离开对历史规律
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不能用今天
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来苛求前人，而要坚持历史认
识的本质论与价值论的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从这一角度出发，此次“四史”学习教育，目的就是要在思
想上弄清楚、理解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通过增强历史自信，不
断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解放周末：回望历史，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法宝是什么？

徐建刚：主要有两条宝贵经验：

一是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共产党
人的初心，不仅来自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
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只有坚持思想建党、理论
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

另一个是坚持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本色。

从延安时期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到新时代把党的建设
作为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一直“在路上”。它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解放周末：面向未来，怎样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传统发
扬好？

徐建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政治力量
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和领导力量，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不断取得胜利，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密不可分。

它包括始终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加强党的领导、加
强党的基层建设、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以及不怕牺牲、勇于斗
争、敢于胜利等等。这些鲜明的红色基因，在我们党近百年的奋
斗历程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伟大的历史无不沉淀为时代的精神。它融汇于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之中，贯穿于革命、建
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之中，成为我们的宝贵传统。

例如，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铁人精神、

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改革
开放时期孕育的小岗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

我们都必须传承好、发扬好。

家专访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