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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重要讲话学习
Study of the 7 26 Speech

【摘要】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强起来”的时代新起点上，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呼应“强起来”

这一时代主题。我们党要围绕“强起来”进行理论创新、理论突破和理论飞跃 ；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

要以“强起来”为主旋律，创造国家强大起来的新辉煌，谱写国家强大起来的新篇章。

【关键词】“强起来”  “7·26”讲话  十九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是一篇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

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视

野，俯瞰近代以来的中国发展，科学地

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

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

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飞跃。”

国家发展已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的划分，标

志着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强起来”的新

时代，并正处于“强起来”的时代新起

点上。

近代以来，凝聚中国人奋斗意志和

力量的第一个奋斗目标和思想基础是“站

起来”。从 1839 年林则徐虎门销烟开始，

中国人民就进入了近代反对帝国主义和

封建主义的“百年革命战争时期”。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站起来”，经历

了屡战屡败、屡败屡起、越陷越深的苦

闷。直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制定了关于如何“站起来”的科学纲领，

动员和组织起全民族广泛参与的伟大的

人民战争，国家才在百折不挠的奋斗

中“站起来”。“站起来”，是近代中国

人民百年革命斗争的时代主题和共同

思想基础。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中

国站立起来了，并日益巍然屹立在世界

东方。但国家和民族如何实现“富起来”，

逐步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第二个奋斗

目标和共同思想基础。围绕如何“富起

来”，我们党采取的战略可以归纳为两大

阶段 ：第一阶段，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和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

现“富起来”奠定制度基础和国家经济

基础 ；第二阶段，围绕小康社会目标不

断奋斗，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时，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富起来”。“富

起来”，既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

我们凭什么“强起来”
张希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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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和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强起来”，是今天党和人民共

同奋斗的逻辑新起点。不平衡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既有各阶层人

群收入差距的不平衡，也有东、中、西

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习近平总书记依

据马克思主义战略观，提出“强起来”

的时代命题，率先吹响向“强起来”目

标进军的奋斗号角 ；同时也把解决人群

与地区收入差距问题、扶贫攻坚问题等

带到新的发展环境中来，用“强起来”

的新手段去解决。“强起来”，是新的时

代主题，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新

的思想基础。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强起来”的

时代新起点上，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

层面呼应“强起来”这一时代主题。

思想理论与决策层面，需要以习近

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导，站在国家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牢

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

握人民群众在新阶段对美好生活的新向

往，为国家“强起来”提出新的发展理

论、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战略、新

的发展举措，制定具有全局性、战略性、

前瞻性的行动纲领。

实践层面，需要全党全国人民转变

思想观念，使“强起来”成为我们思想

和行动的逻辑起点。思想要共同想着“强

起来”，工作要从“强起来”的角度，重

新审视自己、认真部署再出发 ；全党全

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要为“强起来”而

不断创新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要以“强起来”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总之，我们党要围绕“强起来”进

行理论创新、理论突破和理论飞跃 ；党

和人民的伟大实践，要以“强起来”为

主旋律，创造国家强大起来的新辉煌，

谱写国家强大起来的新篇章。

用新的指导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发展

国家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新

时代需要新的指导思想，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

从 1840 年 到 1949 年 的 近 110 年

时间里，中国人民为“站起来”而谱写

了一曲又一曲不屈不挠的奋斗篇章，探

索实施了各种社会革命理论，终于在 20

世纪 40 年代成熟了一个科学的指导思

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

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整

个中华民族上百年时间里为“站起来”

英勇奋斗的实践结晶、文化结晶、历史

结晶，彰显了中华民族百年革命斗争的

理论风采、实践风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从国民生

产总值 100 亿美元和财政收入 100 亿元

人民币“两个一百亿”起步，到 1979 年

底实现了“两个一千亿”，即国民生产总

值 1000 亿美元、国家财政收入 1146 亿

元人民币。从“两个一百亿”到“两个

一千亿”，是新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的 30 年，是穷则思变、艰苦奋斗、白

手起家、为“富起来”积攒“家底”的

30 年。改革开放后，党在过去奋斗的基

础上，提出了“富起来”的时代主题，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如何“富

起来”的伟大探索。邓小平同志提出，“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

裕，不是两极分化”，“我们允许一些地区、

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到 2016 年底，我国国民生产总

值达到 11 万多亿美元，国家财政税收则

接近 16 万亿元人民币，中国经济实力位

居世界第二。

今后，理论和实践探索要从“富起来”

转到“强起来”的轨道上，这对全党全

国人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转变。理论上，

近代百年为“站起来”而进行的革命斗

争，产生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新中国

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富起来”

而进行的改革建设，产生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强起来”而奋斗，

应当产生新的指导思想。

新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指导思想，首

先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强起来”

的新阶段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不断开辟社会主义“强起来”的理论新

境界，谱写社会主义“强起来”的实践

新篇章，不断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代化、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提供中国方案。

在“强起来”的新时代发展马克思

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

国家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胜利前进。在新阶段推进社会主义，我

们必须牢牢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特征。阶段性特征反映新的规律性，反

映新的本质要求，只有把握新的特征、

研究新的规律、遵循新的规律，我们才

能在新阶段把社会主义发展得更好。

站在“强起来”的新起点上推进理

论创新、实践创新，我们要努力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新阶段。在国

家发展“强起来”的新时代，需要我们

更加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不断增强理

论自信和战略定力，以更宽广的视野、

我们凭什么“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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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7 26 Speech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把为党的十九大召开所作的思想动员和

理论准备推向了高潮，是凝聚全党共识、

统一全党思想、旗帜鲜明地阐述我们党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

么样的奋斗目标”的政治宣言，具有很

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贯

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

的主题，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

国梦而奋斗”。自党的十三大以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党的历次全国代

表大会报告标题的主词 ；自党的十六大

以来，“全面建成（设）小康社会”成为

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标题的又一

主词。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讲话中所

揭示的主题、所强调的主词，继往开来，

一以贯之。

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主

题向国内外郑重宣告 ：在全面建成小康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

领导，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  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凝聚和统一全党思想的政治宣言
曹  普

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强起

来”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

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在

新时代的发展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进行理

论创新永无止境。在“强起来”的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发展，新矛盾

新情况新问题也就越多，就越需要我们

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问题导向，坚

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

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

“强起来”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

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在“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党必

须注意研究和把握亿万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

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的

新情况，坚决拿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

场战略大决战的胜利。我们要突出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好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

坚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

起历史检验。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后，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让中华

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在“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必须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

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全面从严治

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加严密、

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

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

岸。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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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此文的还阅读了：

1. 让基层组织“强”起来  让党员队伍“动”起来

2. “书协”为什么能火起来?

3. 如何让薄弱学校“强”起来

4. 让社区二级党支部“强起来”

5. 党组织强起来, 村子富起来

6. 富民产业强起来

7. 交强险为何“强”不起来

8. 让班组这个细胞强起来

9. 李纪恒：把群团工作的“魂”聚起来“本”固起来“基”强起来

10. 南宁社区党建“强”起来

11.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12.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现代化逻辑

13. 中国"强起来"

14. “大喇叭”响起来  乡村振兴强起来

15. 产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

16. 让黄山真正大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17.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18. 我们凭什么“强起来”

19. “弱纪委”如何强起来

20. 为什么说钢筋强则建筑强?

21. 实现中华民族“美起来”的“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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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

24.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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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让党支部强起来

28. 战斗堡垒如何强起来

29. 为什么组织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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