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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毛泽东
同志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
学习，把学习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和研究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结合起来，“这是一个
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依靠学习创
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在党
的十八届和十九届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专题学习班开班式上的两次讲话，

都讲到了学习研究历史。

一次是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问题，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及其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
信心；一次是讲党的建设要一以贯之，学习
研究古今中外执政的历史经验，把握执政规
律，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两次讲
话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学习研
究历史的方法论，为全党学习研究历史提供
了基本遵循。

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既是主题教育的
重要任务，也是迎接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政
治要求。

要把“四史”学习教育同学习贯彻党的
创新理论相结合，以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更加崇尚学习、积极改造学习、持续深
化学习，不断创新学习制度、形式和方法，把
我们党百年来积累的丰富历史经验和红色资
源作为生动教材，讲活历史故事，用好用活红
色资源，让党的革命基因在血脉中传承；

要把 “四史 ” 学习教育与研究现实问
题、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学习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特别要从历史中汲取
智慧和力量， 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磅礴力量。

“四史”学习教育要端起“望远镜”
———奚洁人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庆祝建党99周年暨“四史”专题学习会的演讲

奚洁人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领导科学学
会名誉会长、上海音乐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名誉院长，曾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常务副院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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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史明道：坚定道路自信，倍加爱党爱国

品史明智：不被乱花迷眼，不为浮云遮眼

党史的逻辑起点是党的创建史。学习党的
创建史，要从理论上深刻把握中共一大选择在
上海召开的社会历史原因，即上海成为党的诞
生地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阶级基础。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
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
重要发祥地， 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中叶外国在
沪企业，并随着洋务运动的官办企业、民族资
本企业的发展而发展壮大。上海工人阶级“特
别能战斗”，力量较强。

第二，思想基础。上海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的重镇，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
众多的最早和 “第一 ”。《万国公报 》最早提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东方杂志》 最早介绍列宁
的生平，《共产党宣言》 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在上海问世，还有《新青年》《共产党》和《民国
日报 》副刊 《觉悟 》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报刊。1919 年至 1922 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

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有 20 多种，成为新文化运
动的重要“码头”。

第三，人才骨干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
传播，要有先进分子去宣传和发动；中国共产
党的成立要有先进的骨干去筹备、 联络和组
织。上海集聚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

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邵力子等一批具有初
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创办或
担任重要刊物的主编或编辑工作，在宣传马克
思主义的同时积极酝酿筹建党的组织。

第四，组织基础。1920 年 8 月，中国第一个
共产党组织在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
正式成立，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起
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作用。

学习党的创建史，要充分重视红色资源的
运用，不断创新改进学习的方式方法。上海有
党的一大、二大、四大会址以及党中央早期领
导机关遗址；党成立后，党中央机关长期驻扎

上海；还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在上海的革
命活动地，以及陈云、张闻天、宋庆龄等人的故
居。随着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的深入、红色
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开发，红色教育资源的数量
和质量都在不断地增长和优化。

上海红色教育资源生动讲述了以下几个
特点：一是为寻求救国真理而开放的眼界和勇
敢的探索精神；二是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敏锐性和思想鉴别力；三是知识分子同工
人阶级相结合的历史主动性以及正确的群众
观、历史观；四是忠诚信仰，为理想而献身的牺
牲精神。

学习党的创建史， 要牢记党的初心使命，

守护好党的精神家园。

一要准确解读和传承以“开天辟地、敢为
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
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主要
内容的建党精神。 这是我们党的精神之源，是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奋斗、不断前进、永远年
轻的根本动力。今天，就是要始终保持敢为人先
的首创精神和创业初期的那股革命激情，推动建
设充满激情、富于创造、勇于担当的高素质党员
干部队伍。

二要经常重温入党誓词， 这是回忆初心、不
忘初心的重要方式方法。 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
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个党员要牢记入
党誓词，经常加以对照，坚定不移，终生不渝。

三要重点抓好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信念，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始终忠诚于党 、忠诚于人民 、忠诚
于马克思主义。 我们还要结合上海城市史的学
习，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
和的城市精神 ，锤炼开放 、创新 、包容的城市品
格，擦亮上海文化品牌，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和
文化软实力。

善学者究其理。学习新中国史不能浅尝辄
止、满足于听故事，而必须深入探究并弄清楚
历史现象、历史成就背后的道理和规律。

一要明白新中国的创建和社会主义道路
来之不易。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奋斗得来的，是通过创立新民主
主义独特道路取得的， 是 2000 多万革命先烈
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无数先烈的鲜血染红了
我们的旗帜，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

二要明白新中国 70 多年党和人民经过
艰辛探索和改革开放， 创造了世所罕见的辉
煌成就。 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程，在一个贫穷落后、一
盘散沙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起系统
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 试制成功
了原子弹 、氢弹 ，发射了人造卫星 。现在 ，中
国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 ，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 “第一引擎 ”，综合国力大幅跃升 ，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 。

三要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意味
着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
大生机活力， 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所以要倍加努力地坚持
和发展。

四要明白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同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完全统一的，

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统一的。

所以，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是完全
一致的 。知史 ，就要倍加热爱共产党 、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在学习新中国史的过程中，还应加深认识
和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重大原则问题：

第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 “两个 30 年 ”的

关系 。

新中国的历史， 以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
会为界，大体可分为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 30

年”。 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
差别，但二者不是割裂的、对立的，不能搞相互
否定。

第二，坚持改革开放，坚定改革信心，将改
革进行到底。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
革命 ，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 、最壮丽的
气象 。

学习改革开放史，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方向和道路自信，坚决不走封闭僵化老
路、不走改旗易帜邪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增强制度创新力和制度执行力；要坚
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革故鼎新、依靠人民，不
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化问题意识，增强
解决难题的勇气和智慧；要善于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实行对内对外的全方位开放。

第三，科学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苏联
东欧的历史教训。

苏东问题的深刻教训就在于搞历史虚无主
义，全面否定党的领导和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
史，把思想搞乱了、人心搞散了。新中国始终坚信
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始终坚定
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 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
导，紧紧依靠人民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
题，因此使社会主义事业基业长青，始终保持旺
盛而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不愧
是最好的教科书。

拜历史为师，就要尊重历史、缅怀历史、品
读历史、研究历史，以史为鉴知兴替，以史为戒
知敬畏，以史为训知安危，从历史中获得开启
未来的钥匙。

一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铭记历史、传承
历史。

历史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历
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抛弃传统、丢掉根本，

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我们
立足世界的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
与优良传统，是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世界文化冲撞激荡的根基所在。唯有传承历史
基因、守住精神命脉、发扬光荣传统，才能站稳
脚跟、开创未来。

二要追寻历史足迹、感悟家国情怀、弘扬
革命精神、激发英雄气概。

学习“四史”，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红色教育

资源教育党员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到各地考察
调研， 总要去红色革命遗址或纪念馆瞻仰，向
先烈敬献花篮。他的讲话、文章也常常会讲述
历史故事。

比如，红军长征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史诗绝
唱。习近平总书记讲到长征途中有位军需处长
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时，怀着崇敬的心情
感慨道：“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
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

再如，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
史上十分悲壮的一幕。总书记强调，中国人民在
抗日战争中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
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
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三要研读历史经典、涵养历史智慧、开发
历史资源、开创历史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

阐述思想方法，善于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
典演绎治国方略，善于为中国传统经典注入时
代内涵并创新表达中国智慧。

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其灵感毫无疑义
源自 2000 多年前古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人类文
明的交往史，同时又赋予古代丝绸之路精神以
全新的时代内涵，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谱写新时代的历史新篇章搭建了广阔的实
践平台。

四要总结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增强
历史忧患、防范政治风险。

我们党曾多次把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的
失败案例，作为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教育全党。

在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
百年祭》一文，以教育全党反对和防止骄傲。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
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
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

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
历史性课题。

五要学习历史方法、把握历史逻辑、运用历
史规律、回答历史课题。

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相统一，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方法论。运用这个方法，可以用“五个
得来”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厚历史底
蕴和长期实践基础， 即是从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
伟大实践、新中国 70 多年的持续实践探索、近百
年来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 近代以来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传承发
展中得来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有其不依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形势下，我们不能被乱
花迷眼，也不能为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
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顺应历史规律、认清历
史大势、回答历史课题，引领世界进步的历史潮
流，为人类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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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朝的第一个年号

乾兴元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

除了年初江南一些州县春雨稍多、积水
为灾之外， 全年几乎没有发生大的灾
害。 但乾兴元年又是一个不平静的年
头，短短半年内，朝廷发生了那么多的
大变故：真宗皇帝驾崩，太子赵祯冲龄
继位，内侍雷允恭擅移山陵皇堂，首相
丁谓突然倒台， 皇太后刘娥垂帘听政。

朝堂就如一艘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帆
船，出现了令人心惊肉跳的颠簸。幸好，

随着刘太后临朝听政，风浪终于渐渐平
息下来。

九月廿四日，真宗灵驾出殡。皇帝
的葬礼自然非常隆重， 有着繁复的礼
仪、庞大的送葬队伍，因此，出殡之前，

有司申请将灵驾所经道路的城门、庐舍
拆掉，以便灵驾的车舆经过。侍御史知
杂事谢涛表达了谨慎的反对。 这时，与
太后共同坐殿听政的宋仁宗说了一句
话：“城门卑者当毁之，民居不当毁也。”

要求不可拆毁民居。皇帝虽年少，已晓
得仁政爱民的道理。刘太后听了，也不
能不承认小皇帝说得有道理，同意灵驾
经过之处，不拆民居。

十月十三日，真宗灵柩安葬于巩县
永定陵。跟随皇帝一起下葬的，还有宋
真宗朝弄出来的全部“天书”。真宗生前
做过两件大事，一是与辽国议和，订立
“澶渊之盟”，一是大搞“天书封祀”，怂
恿朝臣炮制了大量“天书”。“澶渊之盟”

缔造了大宋与大辽一百余年的和平，功
莫大焉；“天书封祀”则浪费了无数公帑
民脂，明眼人都知道那是装神弄鬼的荒
诞剧。现在刘太后听从王曾、吕夷简的
建议， 给辅臣发了手书：“前后所降天
书， 皆先帝尊道奉天……专属先帝，不

可留于人间，当从葬永定陵，以符先旨。”

将这些所谓的“天书”埋掉，宣告从前的荒
诞剧落下了帷幕。

别了，真宗皇帝。别了，真宗时代。

十一月初九，朝廷宣布“以皇太后生
日为长宁节”， 礼仪一如宋仁宗生日的乾
元节，不过刘太后谦逊地对上寿的礼仪作
出了一些“裁损”。

礼仪院又制定了太后出警入跸的礼
仪规格：“太后所乘舆，名之曰‘大安辇’”；

“出入鸣鞭、仪卫，凡御龙直总五十四人，骨
朵直总八十四人， 弓箭直、 弩直各五十四
人，殿前指挥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卫皇
城司二百人，宽衣天武二百人，仪卫供御辇
官六十二人，宽衣天武百人”；“其侍卫诸司
应奉，悉如乘舆”，规格相当于帝王。

按照惯例，新帝继位之后，将于次年
改元。改元，意味着一个旧的时代已经结
束，一个新的年代即将来临。

乾兴的年号只使用了一年 。 次年
（1023年）正月初一，刘太后以仁宗皇帝的
名义下诏，改乾兴二年为天圣元年。小仁
宗读诏，号泣良久，对左右说：“朕不忍遽
更先帝之号也。”但新君继位，例当改元，

仁宗即便心有不忍， 也必须遵循惯例，启

用新年号。

天圣，是宋仁宗朝的第一个年号。

宋人相信，人主的职责是遴选出执政
的好宰相以及监察政府的好台谏。首相冯
拯已经 66岁了，自天圣元年正月起，便抱
病在身。他上章请求病退，但仁宗皇帝舍
不得他走，极力挽留，直到九月，才同意冯
拯辞去宰相之职；同日，拜 62岁的刑部尚
书、知江宁府王钦若为首相。

王钦若， 宋真宗时曾任参知政事、同
平章事，因与寇准不睦而下野。史家对他
有盖棺论定：“钦若状貌短小， 项有附疣，

时人目为‘瘿相’。然智数过人，每朝廷有
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又性倾巧，

敢为矫诞。”他执政期间，陷害过多名同
僚，与丁谓同列真宗朝“五鬼”之榜。宋仁
宗成年后，与辅臣说：“钦若久在政府，观
其所为，真奸邪也。”天圣元年，王钦若还
朝拜相，当然不是仁宗皇帝的意思，而是
出自刘太后之意：“太后有复相王钦若
意。……口宣召之，辅臣皆不与闻。”

王钦若在第二次担任宰相的任期内，

还是做了一些善事的，比如说服刘太后蠲
免了京东路、 京西路治河物料的征发；建
议仁宗皇帝宽容官员“趁衙谢弗及，或坠

笏失仪”之类的“私罪”；又告诫仁宗要重
视地方的司法：“狱事至重，诸路使者职在
按察，其稽违者自当劾奏。”

但由于王钦若之前的行径为人不齿，

虽然现在受太后青睐，再度拜相，同僚却
颇是瞧不起他，他“亦不复能大用事如真
宗时矣”，提出的意见每每受到同列驳议，

弄得自己狼狈不堪，忍不住发牢骚。

王钦若当了两年首相， 死于任上。从
某个角度来讲，王钦若可以说是被鲁宗道
气死的。事情还得从一个叫吴植的小官说
起。早年吴植在新繁县（今四川成都西北
部）当县尉，获王钦若赏识，提拔为邵武军
（今福建邵武）知军，后来吴植生病，未能
赴任， 便派人给殿中丞余谔送了 20两黄
金，托他找个机会送给王钦若，请其重新
安排个美差。余谔尚未将黄金送出，吴植
不放心， 又遣家仆到王钦若府第问讯。谁
知那家仆是个蠢货，在首相府大声嚷嚷 ：

“余谔可将 20两黄金送来了？”

王钦若自知事不可掩，干脆将那家仆
“捕送开封府，既又请付御史台”，吴植行
贿遂东窗事发，结果，吴植被除名，余谔被
停职。王钦若受其牵连，本应追究“缪举之
罪”，不过刘太后不想处分她选中的首相，

下诏“抚慰钦若”。

王钦若虽然得到太后同情，在同僚面
前，却已颜面扫地。次日早朝，百官在待漏
院（待漏院为百官晨集，准备早朝之所）集
候时，鲁宗道狠狠盯着王钦若，一言不发，

满脸都是鄙夷之色。及至天明，王钦若欲
上马入朝，忽然窜出一只老鼠，鲁宗道指
着老鼠，大喝一声：“汝犹敢出头！”指桑骂
槐，王钦若焉听不出来？心里又怒又羞。时
为天圣三年（1025年）七月。

自此之后，王钦若一蹶不振，悒悒不
乐，十一月便病逝了。

（十三）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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