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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民族复兴为主题深刻认识
党的历史与成就

杨凤城

[摘  要 ]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次提出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按照四个时

期回顾党的历史，创新了党史阶段划分和成就总结，并首次概括出“伟大

建党精神”；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结论，体

现着大历史观下对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审视；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创新性国家建设

成就等有力地保证着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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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中庄严宣告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回顾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创新性地提出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

主题、“四个伟大创造”和伟大建党精神，系统地总结了九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向全体党员、全国

人民尤其是青年发出了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的号召。以民族

复兴为主题主线，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与成就进行梳理和总结，对新时代新征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

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诞辰重大纪念场合，最高领导人发表的讲

话，一定程度上均与党史主题相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胡耀邦提出：“中国

共产党的六十年，是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六十年，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六十年，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

战胜黑暗面的六十年，因而，也是经过无数艰难和曲折走向一系列胜利的六十年。”[1](P267) 在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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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江泽民用“三件大事”来概括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史，“第一，

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

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P1631) 同时指出：

“七十年的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振

兴，人民才能富裕。”[2](P163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概括：

“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开拓创新的八十年，是为民族解

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断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八十年，是为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不断经

受考验、发展壮大的八十年。”[3](P27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讲话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踏上了争取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4](P431) 这些论述可以看到，

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始终构成总结和透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核心词汇，有时还将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革命精神等内容纳入其中。

事实上，依据现有资料，党史“主题”的命题在 2010 年便出现了。是年 7 月，时任中央政治

局常委的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要牢

固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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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

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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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和宣传党在革

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党在长期奋斗中

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5]

从整个行文和当年的社会氛围看，“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两组语汇密切关联，重在突出理直气

壮地反对颇有愈演愈烈之势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应对和斗争是当年该命题提出的重要原因。2016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没有提党史主题主线，而是总结了党

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三个方面“伟大历史贡献”，简言之，即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

社会变革；进行改革开放，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6](P117-118) 整个讲话充满自信与自豪，与 2010 年 7 月提出“主题主线”讲话时

的语境大不相同。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就树立正确党史观问题，

针对历史虚无主义和将党史庸俗化、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再次提出“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

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实事求是看待

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

定成就”。[7] 这里讲“主题主线”的问题意识与 2010 年 7 月的讲话有相通之处，但更强调科学、全面、

辩证的方法论。在此期间，党史学界、理论界在论及党史主题主线命题时，较普遍地将之界定为国

家富强、人民幸福；也有文章将习近平经常讲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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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视为党史主题。 

“七一讲话”站在新时代高度，运用大历史观，回顾中华 5 000 多年悠久而灿烂的文明，回顾近

代 180 多年的民族复兴梦想，回顾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百年奋斗历程，展望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前景，创新地提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

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 这一结论既

高度凝练，又把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地统一起来，可谓高屋建瓴、要言不烦、立意深远。这一主

题的提炼，为进一步深化对党的历史与成就、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提供了新的指导和 

遵循。

二、以实现民族复兴为主题总结和评价党的历史

“七一讲话”以民族复兴为主题，每个历史阶段均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人民……”字句起首，并以对民族复兴的独特历史性贡献为核心评价，按照四个时期回

顾和总结党的百年历史和成就，创新了党史阶段划分和成就总结。进一步言之，第一个时期，“创

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个时期，“创

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

前提和制度基础”，向世界庄严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三个时期，“创造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

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

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

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

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第四个时期，“创

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

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向世界庄严宣

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

以往讲党史一般是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时期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时期，第三个时期的时间一直在延续。党的十九大宣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理论界开始尝试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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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之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这一倾向更为明显，同时有理论工作者开始

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描绘百年党史。“七一讲话”无疑为党的历史阶段的新划分提供了最权

威依据。不仅如此，“四个伟大创造”和“四个向世界庄严宣告”，对于我们过去习惯用“三件大

事”或者“三方面伟大历史贡献”来总括党的历史成就，也更为全面、深刻且富有时代特点，是历

史常说常新、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体现和遵循。

实际上，“七一讲话”对于“九个必须”的历史经验总结，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是民族复兴。

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等经验总结里，直接在文字上关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统计表

明，整个讲话使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语共 22 次，足以说明其构成整个讲话的主线。

以民族复兴为主题主线回顾和总结党的历史，把百年奋斗放在 5 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

中，放在近代中国 180 多年的历史探索中进行审视和评价，这体现着大历史观的视角。习近平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提出：“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

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7] 在本文看来，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程，几十年、上百年、

几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长时段看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而非单一视角看问题，从国际

的宽视野即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高站位看问题。正是站在大历史观角度，围绕民族复兴这一

主题，“七一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结论新概括。

例如，“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地看，中国现代

化是在内忧外患之际筚路蓝缕、艰难起航，这与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背景

下开启现代化迥然有别。西方国家以领跑者的身份实现现代化，中国是以追赶者的身份不断尝试现

代化，这一方面有前车之鉴，可以站在巨人肩膀上，有机会弯道超车，另一方面则面临发达经济体

的垄断、围堵、霸凌主义打压等风险，面临依附性发展、中等收入陷阱等挑战，此其一。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且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富裕。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始终是和社会主义制度

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人民“一起富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追求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曾经

尝试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平等且平均的分配制度，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

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为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小康”，邓小平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战略；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同

富裕成为党和人民越来越关注并加大落实力度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如果从“小康”一词出现在中国典籍《礼记》和《诗

经》里算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期盼实现了。从国际看，中国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反

贫困计划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民族复兴历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七一讲话”宣告：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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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资本主义现代化

伴随贫富两极分化截然不同，而且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多为人口不足 1 亿的经济体，迄今从未有

一个人口规模超过 10 亿的经济体实现现代化。而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 6 亿人口到今天拥有 14 亿

人口，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如此巨大的人口体量进入现代化，世界上前所未有。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新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

代化，无不伴着侵略他国、势力扩张和殖民掠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可能走侵略扩张助力

现代化的道路；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也没有侵略他人的霸权基因，相反，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

族 5 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国在做好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

努力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毛泽东曾经期盼，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

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不止一次地申明，中国即使发展起来了也永不搞霸

权，中国始终会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

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9](P135) 习近平经常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

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今日

的中国正在打破“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模式，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以中国的新

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现代

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贡献。”[10]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内涵十分丰富，还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避免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精神空虚等弊端，摒弃为了发展牺

牲环境、为了人类牺牲自然的老路，走精神境界、道德水平与物质现代化同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美

丽共生的新路。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实际，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

进行的探索，中国创造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人类文

明新形态，不仅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成功

案例。

事实上，“七一讲话”中提出的其他重要论断和结论，同样可以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出发加

以理解和阐释，廓清其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最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七一讲话”

首次概括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 32 个字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讲的是信仰；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讲的是立足实际、躬身实践；不怕牺牲、英勇奋斗，讲的是精神品格；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讲的是情怀与品德。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兴。历史最持久最深沉的影响力

在于价值追求、精神品格、道德理念。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

神动力，它不仅体现于建党之初，而且贯穿百年，不仅激励着全体党员，而且影响着全国人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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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时期的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改革开放时

期的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谱系，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呈现、丰富发展。

三、中华民族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七一讲话”庄严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宣告引

起广泛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宣告是对历史成就的高度浓缩，也展示了高度的历史自信。对

这一结论，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解读和研讨，就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而言，以下方面至关重要。

首先，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磨砺，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经验、治国理政经验，具有高度

自信、战略定力和战略远见，拥有 9 500 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立足中华民族

千秋伟业，百年正是风华正茂。在一个 14 亿人口规模的大国实现民族复兴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

心是不可能的，而正是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对执政党的超高要求、严苛标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

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有错误和曲折带来的沉痛教训。正因为有挫折有

教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才有了改革开放后的凯歌行进。在挫折与奋起、失

误与进步中不断磨砺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其他政党很难具备的经历、经验、定力、智慧、威信，这其

中就包括处理国际问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经验与能力。

中华民族复兴既需要自身努力，也离不开外部环境；复兴既有本民族历史的纵向坐标，也有国

际的横向比较。实际上，中华民族复兴梦就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各民族相互隔绝的状态、使历史成为

真正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在国际比较、国际竞争包括战争中诞生的，经过近代以来 180 多年

的求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如今国际环境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面临的最

大挑战和变数。然而时代不同了，“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

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8] 中华民族抵御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已非昔

比，仅就应对国际环境的主观经验和能力而言，经历过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经历过苏联东欧剧变

冲击、经历过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等一系列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能

力、定力和经验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从国内还是国际看，“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8] 堡垒

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实事求是地讲，能够打败中国共产党的只有自己。毛泽东讲过，党要出问题，

还是出在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长期执政带来的最大考验是腐化变质、脱离人民。然而，具

有自我革命精神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克服这一点。“七一讲话”掷地有声地宣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

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

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新的征程上，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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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守人民至上理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中国

人民通过历史、通过亲身体验得出“听党话，跟党走”的朴素认知。有了中国共产党领航、掌舵，

有了全国人民的信任拥戴，中华民族驶向复兴的航船便不可停航偏航。 

其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百年奋斗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这是被人类社会历史及中国共产党历史所证明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认识

世界、改造世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暴

力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赢得了胜利。新

中国成立后，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借鉴苏联的做法和经验，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立

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避免了依附性发展。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一方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成功开辟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是锁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坚定不移地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推进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沿着这条道路，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

的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历史昭示中华民族，道路已经开辟，沿着

这条道路走下去，复兴的前景越来越清晰，目标越来越接近。

再次，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已经建立日趋稳定、定型并不断健全、完善的社

会主义制度体系，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制度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民族复兴离不开制度支撑和保

障。新中国成立后，生产资料公有制、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

商、民族区域自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社会主义制度逐步确立。改革开放后，

通过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改革，逐步形成日趋科学而高效的包括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内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体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制度方面最重要

的创新创造，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民族复兴大步推进的经济基础。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恐

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9](P372) 党的十八

大报告要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定型与健全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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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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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11](P5-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事实，

应对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表现均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优越的制度是民族复兴最可靠的保证。

最后，经过新中国 70 多年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而且还在健康稳定地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已经进入世

界前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 100 万亿，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

正在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民族复兴最坚实的基础当然是生产力和经济实力，1978 年中国改

革开放启动之际，经济总量仅为美国的 6.5%，如今已经达到其总量的 70% 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当年仅为 380 余元人民币，如今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2 000 元人民币；当年中国落后于发达国

家 30 年某些领域是 50 年，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如今中国已经大踏步赶上时代，进入创新型国

家行列，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已经并跑或领跑世界，正在向着创新型国家前列奋进。当今世界最重要

的竞争在于科技竞争，谁率先掌握了高科技谁就会赢得主动。在贫穷落后的境况下，复兴之路漫长

而充满变数，抵御国内外风云变幻的能力有限。而在国家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当代中国，

其抗风险能力尤其是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能力

和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复兴的进程依然会遭遇各种风险和挑战，但

不可能被逆转。

总之，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国内还是国际而言，中华民族复兴的脚步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

阻挡，复兴不会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到来，但是经过奋斗、斗争，一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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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s History and Achievements on the 

Theme of Realiz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Yang Fengcheng

Abstract: “July 1st Speech” first proposes the historical theme of The CPC’s centenary struggle which is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ccording to the four periods, 
innovates the division of stages and summary of achiev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summarizes the 
“Spirit of Party Founding” for the first time; conclusions like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style,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embody a new era inspec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under a grand historical 
view;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China’s economic power,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achievements in innovative 
national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ensure that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ntered an irreversible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Party founding,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style, the 
Chines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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