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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胜利“前夜”

提出“两个务必”

据可考的资料，毛泽东在“赶考”路上至
少三次提及“不当李自成”。

这样的举动，在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
任康彦新看来，意思就是“越是接连取得胜
利时，越要保持清醒”。

在当时的节点，进北平城，绝不只是地
理上的变迁那样简单。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
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是中国革命中
的主力军，但农民不是天生的革命阶级。毛泽
东在延安时曾把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
申三百年祭》当作重要整风文件，向党员展现
以往农民起义在胜利前夕骄傲自大、贪图享
受、纪律荡然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深刻教训。

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在这胜利的“前夜”，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
巨大考验：如何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
新中国，是一个大问题；如何在执政后仍能保
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毛泽东的警觉和忧思，在西柏坡举行的
七届二中全会上得以体现。

原先，会场正面悬挂着马、恩、列、斯、

毛、朱的画像。毛泽东指示工作人员把自己
与朱德的画像摘下来。 他向党内同志解释
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
了一切，似乎主义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
来做陪客。 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
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会上，毛泽东非常具体地指出了胜利后
党内可能生长起来的四种情绪———“党内的
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
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
的情绪”。

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工作的第
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
艰苦。”

对此，他郑重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
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此外，七届二中全会上还制定了几条没

有写进决议的规定，即：不做寿、不送礼、少
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
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2013年 7 月 11 日，西柏坡纪念馆内，

习近平总书记在写有这几条规定的展板前
久久驻足，一一对照说：不做寿，这条做到
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
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
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
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

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备考”早已开始
要走民主“新路”

“党中央的‘备考’要远远早于‘赶考’。”

康彦新向记者强调。

他解释：“我们常说的‘进京赶考’是指
1949年 3月 23日到 25日这几天，但实际上
这一步的跨出，是中国共产党思考、规划多
年的结果。”

早在 1945年 7月的延安， 当时的民主
人士黄炎培在窑洞中已向毛泽东提出“如何
跳出中国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在中国历史
上，即使是推翻了旧政权，获得胜利的农民
革命，不过创建了一个新王朝，又开始了新
一轮的治乱循环。

毛泽东当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
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

当时拥兵百万的国民党正虎视眈眈，而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为新中国的道路谋划
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赶考”早已开始。

在西柏坡纪念馆， 记者看到一张 1948

年 9 月华北人民政府的机构和人员配备情
况表，当时已设有秘书厅、教育部、工商部、

人民法院、民政部等完备的政府机构，这些
机构的“雏形”为后来新中国的各级机构确
定了基本的组织模式。

在民主这条“新路”的探索上，中国共产
党人还开创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先河，初步形成了新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协
商制度。

与政治制度建设相比，某种意义上，统一
货币更具象征意义。1948年 12月 1日，中国
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 并发行了我国第一
版人民币， 初步解决了当时各解放区因货币
不统一而导致的商品无法自由流通的问题。

在西柏坡纪念馆参观时，展陈中由董必
武亲笔书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大字颇
为醒目。“货币是政权的标志，中国人民银行
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新中国金融体系开始搭
建，某种程度上也宣告了新中国的政权即将
诞生。”康彦新说。

一系列实践和探索汇总于 1949年 3月
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规定了全国
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
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明确
规划。也正因为此，毛泽东有底气提出那句
著名论断———“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

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电影《建国大业》曾截取“赶考”途中一
段细节：

1949年 3 月 24 日，当车队通过涿县县
城时，毛泽东看到素以“商旅辐辏、货物云
集”著称的涿县，街上冷冷清清。当时的涿县
县委书记王成俊汇报：“国民党 94军在这里
驻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的小商小贩都
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进城里来。解放后，

我们还没有顾得上这个市场问题。” 毛泽东
当即指示：“工作千头万绪，先要从群众最需
要的抓起， 应该学会掌握城市工作的规律，

马上把市场迁回来。”

“市场回城”成了当时年轻的涿县县委学
到的执政第一课。也正因为这样的道路自信，

才有共产党人进京“决不当李自成”的坚定。

时代“答卷”或不同
“考官”始终是人民

“两个务必”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
在新中国成立多年后，仍被反复提及。

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 7月在西柏坡同
干部群众座谈时说：“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
最多的是， 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 ‘两个务
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
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
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必’，

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
新的形势弘扬？”

时代造就了一次微妙的相似———2021

年的中国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而 70多年前的中国共产党， 也处在迎来巨
大胜利的前夜。历史任务虽有不同，其所蕴含
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 万里长征只是第一步，

如何走好未来的路，仍需要保持谦虚、谨慎、不
骄、不躁的作风。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正是因为
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我们党才能保
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
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
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
“两个务必”。

以“两个务必”为内核的西柏坡精神，根
本上还是指向“人民”二字。

时代的“答卷”不会一成不变，但“考官”

始终是人民。

西柏坡所处的平山县是革命老区，周围
以山地居多，区域发展不平衡，部分偏远地
区群众的生活仍然存在困难。在党的富民
政策和地方干部的努力下，人民群众的生
活正在不断改善，西柏坡纪念馆退休职工
闫文翠家就是典型一例。

从一只大公鸡起家，闫家已建成村里最
高的三层大楼，开起了家庭招待所。被红色旅
游带来的致富机会所吸引，闫文翠的小儿子
闫二鹏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办了西柏坡
第一个旅游网站和村里第一家旅行社。“现在
我们家的招待所有 50间房，平时入住率能有
一半以上，前两天来了个团，都住满了。”

在从西柏坡开往唐县的路上，两边的白
杨树密布挺拔，山村小院屋顶上堆起了一
摞摞玉米，几乎家家户户都架上了太阳能
发电板。

一路向前，村庄的墙壁上刷着“撸起袖
子加油干，誓把旧貌换新颜”的标语，没多
久，汽车驶上平坦的柏油马路，路两边正
在铺设新路，路名也起了变化：新能源路、

发展路、胜利街……

建设，正热火朝天。

■本报见习记者 顾杰 首席记者 王潇

当年党中央
离开西柏坡时，

毛泽东同志说是
“进京赶考 ”。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
大进步， 中国人民站起来
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
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
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
考”远未结束。

每次来西柏坡，我想得
最多的是，毛泽东同志当年
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
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
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

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
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
务必”， 使之更好指导当前
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
的形势弘扬？

——习近平
2013年 7月

今天， 我们党团结带领
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
这场考试的继续。“路漫漫
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
索。” 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
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
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
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
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
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习近平
2016年 7月

在西柏坡，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对谈———

1949年 3月 23日下午， 党中央即将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
坡村，奔赴北平城。

临行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
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答说：退回
来就失败喽。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此后，车队一路北上，途经唐县、保定、涿县（今涿州市），于
3月 25日晚进驻北京香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由革命党转
变为执政党，党的工作重心将从农村转向城市，党的任务将由
领导革命转向领导国家建设。

西柏坡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个看似

平淡无奇的小山村内，党中央领导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指挥
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也铸就了
“西柏坡精神”。以“赶考”的心态与担当去应对挑战、推动发展，

是西柏坡精神的要义之一。

2013年 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参观
时指出：“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
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西柏坡精神对于身处“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的中国有
何现实意义？为何到今天“赶考”这个词依然不褪色？我们决
定从西柏坡出发，重走赶考路，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寻找答案。

中国共产党于 1949年 3月 5日至 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
机关食堂，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图为毛泽东同志作报告。 新华社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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