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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 

在京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 

 

——以发扬香山精神为例 

 

引言 

2019 年 9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馆，

参观《为新中国奠基》的主题展览，重申我们不能忘记来时

的路，不能忘记我们在香山的那一段历史。他在讲话中谈到，

“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我们

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

良作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

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摘要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

坡迁至北平，进驻香山。1949 年 3 月至 9 月，在香山的半年

时间内中共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

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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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朱德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挥了空前规模的

渡江战役，推动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的胜利；为建立新中

国，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香山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

派民主人士，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为稳定物价、打击

投机倒把、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中共中央提出“四面八方”

的经济政策，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党中央始

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考出

了一个“好成绩”。为了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中共中央

在香山日理万机、多方运筹、忘我工作，终于迎来了新中国

的诞生。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

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来，中国

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关键词 

   香山 革命到底 优良作风 不忘初心 

 

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进驻香山。香山，是中共中

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过渡时期的指挥部。中

共中央在香山的历史，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

历史，是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在中

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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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将

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坚决、彻底、

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

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新年献词中作出这样的论断，并发出“将

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这就需要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1948年，

从这里开始找寻答案。 

1948 年，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人民解放

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革命也即将进入

取得胜利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风云突变。国

内方面，蒋介石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为争取喘息机会，开始

制造和平幻想。他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释放要进行“和平谈

判”的空气，企图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停止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进攻，以期形成“南北分治”局面，在江南继续维

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国际方面，一些大国出面对中国

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调解，提出以长江为界实行南北划江而

治，试图阻碍中国革命，分裂中国。他们在革命阵营内大肆

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如果继续前进，

也应带上温和的色彩。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也使

得国内一部分人心生和平幻想，产生了磨灭斗志的消极影响。

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是乘胜追击，将

https://baike.so.com/doc/565099-598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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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进行到底？还是适可而止，停止战斗的步伐？对此，毛

泽东在 1949 年 1 月 1 日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

做出了坚定的回答：“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

民的意志”
①
，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道路可选，唯一的选择就

是“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1949 年 4 月，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内一间办公室显得格外

忙碌，毛泽东一直在审阅并回复一封封重要电报，气氛十分

严肃。究竟是什么导致气氛如此严肃，而这些电报又是什么

呢？为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反动面目，尽快解放全中国，

实现和平统一，在和平谈判前，中共中央决定于 4 月 15 日

18 时全线渡江。然而，4 月 10 日总前委汇报了渡江时间调

整的不利因素，毛泽东回电总前委，推迟一星期，即 4 月 20

日渡江。4 月 17 日，总前委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文中提出：“二

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

不利”。毛泽东迅速致电总前委，确定渡江部署：“二野、三

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

底……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

不得有任何的改变”。20 日，国共和谈破裂，21 日，毛泽东

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香山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果断

作出发起渡江战役的战略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着尚未解

放的广大地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进军。中共中央在香山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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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根据地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

军一部发起渡江战役。百万大军在长达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奋

勇前进，冲破国民党军队布设的防御阵地，4 月 23 日晚，顺

利攻占当时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南京宣告解放。随后，各

路大军乘胜追击，继续向南高歌猛进，先后解放杭州、南昌、

上海等地，6 月 2 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历时 42

天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渡江战役是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后的重要

一战，它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为解放军解放华

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正如“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中所表达的解放全中国的

决心与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也正是在“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精神鼓舞下，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不断发展、不断

改革、不断前进的精神指引下将中国革命一步步推向成功。 

 

1949年元旦，《人民日报》刊发《将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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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 4 月，毛泽东在香山阅读“南京解放”号外 

二、众人齐聚北平，共绘新中国蓝图 

   1949 年 3 月 26 日，中共中央进入香山的第二天，双清别

墅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黄炎培。没错，就是那位与毛

主席在延安窑洞讨论“历史周期率”的黄炎培。见到毛主席，

黄炎培很是激动，紧紧握住了他的手。二人在双清别墅畅谈

叙旧，纵论时局。在交谈中，毛泽东与黄炎培交流了许多重

要问题，包括国家前景以及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应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等众多话题。

在谈到建设新中国时，毛主席对黄炎培说到：“你不能拭目以

待，你不能做旁观者，你不能做客人，你要看到什么问题就

指出来。”
①
希望新中国成立后，由黄炎培来牵中国实业家们

的“头儿”，向实业家们传递和解释共产党的政策。 

毛泽东为什么说黄炎培“不能做旁观者”呢？这，还要追

溯到 1945 年。当时，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议员的身份到访延

 
①
 黄方毅：《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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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参观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他说：“一部

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

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

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

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

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①
在革命即将胜利之时，毛泽

东邀请黄炎培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筹备新政协、建设新中国，

不是让其“拭目以待”，而是与其共同为“跳出历史周期率”

而不懈奋斗。“不当官”是黄炎培的信条，他曾三次拒绝北洋

政府要求其出任教育总长。但是这一次，黄炎培却被中国共

产党深深打动，国家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自己不管，谁来管

呢？他要同中国共产党一起为国家的未来而奋斗。于是，面

对毛主席的诚意邀请，他笑着回答：“看来老夫又有用武之地

了，这把老骨头又有用武之地了。”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黄炎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承

担了重要的职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轻工业部部

长。“不做旁观者”，不仅仅是对黄炎培所说的，更是号召全

国众多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共同为新政协、新中国的建设贡

献力量。共产党海纳百川，尊重各界民主人士，从黄炎培，

到柳亚子，再到李济深，再到……他们都为新政协、新中国

 
①
 民建中央宣传部编：《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 页。 

②
 黄方毅：《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 忆父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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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不遗余力地作出了贡献。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1949 年 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

海勤政殿召开。6 月 19 日，在会议召开后的第四天，毛泽东

在香山双清别墅伏案写下了一封信：“重庆违教,忽近四年。

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

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

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①
三日后，周恩来

也写下一封与上述内容相似的信，“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

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

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

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

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②

那么，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如此重视，以至于接连写信邀其北

上参与新政协会议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这个人我们都很熟悉，她就是宋庆龄。 

早在 1949 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致电宋庆龄，希望

她能够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指导新国家的建设。宋庆龄

当时以身体抱恙为由委婉拒绝了这一请求，回信道：“请接受

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

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③
在婉拒的同时，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6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7 页。 

③
 李新芝，郑明杰主编：《毛泽东纪事 1893-1976》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05 页。 



 9 

宋庆龄也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的支持与祝

愿，她说：“我的精神是永远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

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

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①
虽遭

婉拒，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却一直没有放弃邀请宋庆龄参加

新政权的建立。6 月 22 日，在新政协会议的紧张筹备之际，

邓颖超携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踏上了开往上海的

列车。 

经过邓颖超的细致工作和真诚沟通，宋庆龄最终决定前往

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8 月 28 日，宋庆龄的专列到达北平。

在这里，等待她的不仅是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和众多民主党

派人士，更是一个亟待建设的全新的中国！宋庆龄当时万般

思绪涌上心头，她说：“二十四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

愿望遗下给我们”，“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

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因为今天的革命领袖忠实于现

实。今天的革命领袖执行革命任务,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完全

信任和合作。”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

会常务委员。 

 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极大地彰显了协商民主之精神，

 
①
 陈廷一：《宋氏三姐妹》，青岛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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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我们党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高度

尊重，让各位代表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政协之新气象、新国家

之新未来。同时，新政协会议也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

大成果，它为即将宣告成立的新中国绘就了宏伟蓝图，奠定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直到

1954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直代行着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的职权，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政治协商会议在巩固人

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等国家建设的各领域都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国家政

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世界展示着我国协商民主的特

色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 

黄炎培参与筹备新政协 



 11 

毛泽东给宋庆龄书信 

周恩来给宋庆龄书信 

宋庆龄在新政协会议上讲话 

三、为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由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掠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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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到 1949 年，财政枯竭，投机倒把猖

獗，城乡交通阻隔，原料匮乏，产品滞销，工人失业，正常

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破坏，并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

面。1949 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走向全国胜利的一年，

同时也是解放区财政经济困难的一年。当时，帝国主义预言

中国人民不向他们乞讨将无法活下去，资产阶级甚至讥笑

“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一些不

法资本家还试图在经济上和中国共产党较量。在这种形势下，

能否迅速消灭财政赤字，稳定物价，关系到解放后全国大局

的稳定、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以及恢复国民经济任务的完成。

混乱动荡的市场和金融业，已成为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

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的考验。因此，中共中央在香山

抓的第三件大事，便是迅速恢复生产，实现经济稳定，为发

展经济打下良好基础。 

对于财政经济暂时困难，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

先便是制止通货膨胀，控制物价，使经济生活稳定下来。为

了控制物价，各解放区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调拨物资，保

证新解放的大城市的物资供应，同时打击不法资本家的投机

倒把活动。1949 年的 1 月、4 月、7 月北平、天津、上海、

武汉等地三次大的物价波动，都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国营贸易机关采取了从东北、华北等解放区调运大批粮食、

煤炭、食盐等大量物资，从而保证了各大城市的需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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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节和平抑了各地物价。国营贸易机关主动大量调剂物资，

用经济手段恢复和控制各地市场价格，这是保持市场稳定的

一种有效措施。与此同时，地方人民政府取缔市场上的不法

商贩，惩罚投机倒把活动。 

6 月初，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掀起了银元投机风潮。新

投入的人民币买不到成批的商品，市场流通的本位币依旧是

银元。社会上的投机商人对此置若罔闻，公然蔑视政府法令，

狂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金银投机

活动有增无减，在短短的 13天中，黄金价格上涨了 2.11倍，

银元价格上涨了 1.9 倍，市场物价也随之上涨了 2.7 倍。极

为猖獗的金银投机活动严重冲击和动摇了人民币的地位，造

成了市场物价急剧上涨。严重影响市场物价，影响人民币的

地位。这股银元投机风潮冲击了金融市场，破坏了正常的经

济活动，影响了市民生活。由此，中共中央同不法投机商们

的战斗也正式打响。中共中央集中大量银元拿到黑市上抛售，

先把价格压低，再宣布禁止流通。6 月 5 日，中共中央曾向

上海市集中抛出银元十万枚，但立即被吞没。在一再向金银

投机者发出劝告无效的情况下，中央的统一部署采取了断然

措施。1949 年 6 月 10 日，中共上海市委出动军警查封了金

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对首要投机分子逮捕法办。

从此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平抑了物价。人民政府用经济、行

政两种手段，很快把市场物价稳定下来，恢复了经济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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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秩序，为之后的生产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逐渐确立起“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

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1949 年 4 月 3 日，在香山的毛泽东决

定让刘少奇赴天津调研。4 月 15 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亲

切接见了来北平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

一行三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畅谈经济问题：“我们的经济

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

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

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

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毛泽东就其中的

四个面、每个面的“两方”，分门别类作了详细说明。他说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

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

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此时，仍在天津调研

的刘少奇，获悉在香山的毛泽东“十六字”指示，立刻心领

神会，照此阐述和宣传。他按照毛泽东关于“四面八方”的

政策，两次与李烛尘、宋斐卿等华北知名工商界人士座谈，

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在态度上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斗争的胜利，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

况开始好转。这一胜利，迅速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

济的力量对比，确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权，为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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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恢复和发展，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同时从经济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一胜

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

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

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

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

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不仅使国内外那

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

“奇迹”，更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

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四、“考试远未结束，赶考永远在路上” 

中共中央在香山的这一段时间里，统筹全国、运筹帷幄，

赢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团结一切力量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打赢了银元之战，稳定了经济……回看过往的

种种，我们不禁要深思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做到的

呢？“打铁还需自身硬”，无疑，自身强有力的建设是最具力

量的。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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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务必”重要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这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内在原因之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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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述，深刻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情况下对党情国情的

准确把握，对当时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深切忧思以及对未

来美好前景的殷切期盼。 

让我们回望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到北京香山的那一天。

临行前，毛泽东风趣地说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

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能行呢？”

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凝视着车队将要开往的方向说道：“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一个好成绩”。两位领导人

的这番对话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前往香山与李自成有什么

关系？这就不得不提到郭沫若的一篇文章——《甲申三百年

祭》。1944 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年，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

描写了 1644 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在中国大地发生的事情。

闯王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城，明崇祯皇帝吊死在

煤山，明王朝覆灭。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北京建立的

政权存在了四十余天后，就仓皇退出，一败涂地，最终全军

覆没。当毛泽东读完这篇文章后便立即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

习这篇文章，并强调“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

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

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

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保持警醒有

着极大的重视。在中共中央动身前往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又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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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叶子龙妥善保管好这本《甲申三百年祭》，等到了北平再想

着还给他，甚至在去香山的路上一再提到这本书，并且一路

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 

毛主席为何如此看重这本书？《甲申三百年祭》以古喻今，

它不仅仅是阐述了李自成失败的故事，而且深刻揭示了李自

成兵败的原因，发人深省。乱政轻敌、军纪涣散，生活腐化，

这些词语不断萦绕在主席的脑海里，它所指向的正是毛主席

此时心中的担忧。前往北平香山就是换了一个新的战场，我

们能否在新的战场上继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一场战役的

胜利，一个政权的维系需要每一位战士，每一位同志的努力

和坚守。因此要加强同志们自身的建设，在胜利面前保持清

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即将前往几百年前闯王李自成铩羽而败的北平，

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当李自成。“进京赶考”，就要考出一个好

成绩，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维持下来，一步一个脚印的

走下去。 

斗转星移，人间沧桑，这么多年过去了，毛主席回答黄炎

培的那一番话依然掷地有声，我们不能够忘记在延安窑洞里

的那场谈话，也不能忘记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两个务必”，更

不能忘记在“进京赶考”的前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所谈论

的李自成的隐喻。中国共产党在香山的这一段历史所留下来

的是经验，是财富，是共产党人继续前进的依托保障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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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

考永远在路上！ 

 

毛泽东出发去北平“进京赶考” 

 

习近平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五、铭记过去，继往开来 

随着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香山

搬进了中南海办公。但是，香山时期作为我们党历史上的一

个关键时期却不能不被我们所铭记。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的六

个月，是中国历史上星光璀璨的一幕。香山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的历史，共和国的事业从此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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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征途。我们党在香山工作期间所体

现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革命到底的精神气质永远值得我

们学习，永远激励着党和人民勇往直前、奋斗不息！ 

时至今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依然关注这一历史，关注昔

日中国共产党在香山的丰功伟绩。2019 年 9 月 12 日，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馆，参观《为新中国奠基》的主

题展览，再次重申我们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我们在

香山的那一段历史。“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

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

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

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

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我

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

良作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

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我们缅怀历史。”缅怀历史，加强自身建

设，我们才能一步一步坚定的走下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

率”，才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回答数十年前在延安窑洞里黄炎

培向毛主席发出的灵魂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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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们缅

怀香山革命历史，发扬香山精神，将继续以“无我”和“赶

考”的精神答好新时代的答卷，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研讨题 

1.全国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出

“两个务必”？ 

2.为什么毛泽东评价银元之战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3.毛泽东“进京赶考”前夕为何重提李自成？《甲申三百年

祭》对于今天是否还有借鉴意义？ 

4.如何认识香山时期各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 

5.结合个人情况，谈谈新时代如何发扬香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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