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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闻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向“七

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活动 

弘扬功勋模范精神，奋进伟大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授

仪式 6 月 2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一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

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仪式，将党内最高荣誉授予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

共产党员。【详细】 

习近平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月 29 日上午在北京亲切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上午 11

时 30 分，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受表彰的优

秀县委书记中间，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详细】 

习近平致信祝贺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于 6 月 28 日安全准点投产发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白鹤滩水电

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

程。全球单机容量最大功率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实现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的重大突破。

全体建设者和各方面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协作、攻坚克难，为

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贡献。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详细】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 年版）》出版发行 

在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党的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秘书组合作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 年版）》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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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

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

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

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详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京盛大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观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6 月 28 日晚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

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约 2 万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共

同祝福伟大的党带领中国人民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详细】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

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 6月 25日下午就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红色资

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

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

我们必须始终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

往开来，开拓前进，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负革

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详细】 

习近平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亲切通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

国各族人民，向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表示诚挚问候 韩正参加活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月 23 日上午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

制中心，同正在天和核心舱执行任务的神舟十二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亲切通话，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 

神舟十二号飞船 6 月 17 日发射升空以来，习近平十分关心 3 名航天员的身体和执行任

务的情况，23 日专程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同航天员通话。【详细】 

习近平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月 21 日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鼓励他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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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把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

极作用。 

近日，来自 32 个国家的 45 名北京大学留学生代表给习近平写信，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致以美好的祝福。来信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的体会感悟，表达了对在中国共产党坚

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成就的由衷赞许，对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高度认同。

【详细】 

习近平在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时强调 铭记奋

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习近平带领党员领导同

志重温入党誓词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活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6月 18日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并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

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

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

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

取前进力量。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参观学习，更加自觉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定理想信念，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赓续红色血脉，发扬光荣传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做

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详细】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 深入推进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青海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深化改革开放，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攻坚克难，开

拓创新，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青海篇章。【详细】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6 月 1 日出版的第 11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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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文章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重

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做到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切实在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奋勇争先、走在前列。【详细】 

 本期聚焦 

编者按：6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2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

史爱国 

文章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

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

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坚定广

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

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详细】 

 权威解读  

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高站位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切实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更加奋发有为地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展现人民公安新担当新作为。【详

细】 

从党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得到定力” 

善于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历史，不断深化对走过的历程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政党成

熟并在创造千秋伟业中永葆青春活力的体现。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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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在不断认识和总结

自己历史中清醒地走向未来的成熟大党。【详细】 

汲取“四史”智慧 推进复兴伟业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安

排部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更需从“四史”中汲

取经验、弘扬精神，扎实推进复兴伟业。【详细】 

从党的非凡历程感悟真理和实践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

受尽欺凌的悲惨命运，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并取得了伟大历史成就，

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极

大增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们要从党的非凡历程中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深化对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认识，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创造性地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详细】 

深度评析 

学好“四史”，传承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

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不久前，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

传教育的通知》，其中专门对组织好青少年学习教育提出要求。熠熠生辉的百年党史，光彩

夺目的新中国史，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荡气回肠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蕴含着丰富的思想

光芒、历史哲理，对青少年来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把

握青少年群体的特点和习惯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有助于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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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百年历程中坚定道路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

幸事。”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密码是什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创造人间奇迹？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时，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内在逻辑，对于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坚定道路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详细】 

以史鉴今 砥砺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

用，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史为鉴、更好前进。《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

知史爱国》这篇重要文章，是总书记 2013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期间文稿中有关这方面内

容的节录。全文共 21 小节，选自总书记在一些重要会议、重要活动和一些地方考察时的讲

话，以及给革命老区小学生、老战士的回信中的相关重要论述，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党

员干部学好历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提出明确要求。【详细】 

着力讲好革命的故事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常读常新。”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百岁老战士们的回信中这样说。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他要

求，“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回溯党的百年历程，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有人视死如

归，有人鏖战拼杀，用鲜血染红了滚滚江水，用生命照亮了漫漫征程，这其中有着许许多多

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催人奋进的革命故事。革命故事中有如磐的初心、如山的信仰，有精

神的谱系、制胜的法宝，有我们党的红色基因，体现着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铁的纪律、

政治本色，体现了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激励当代共产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在

新征程上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不断从党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力量，就要多讲革命

故事，着力讲好革命故事。【详细】 

党务学习 

党的建设的五项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第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第五，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来源：

共产党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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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

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

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来源：共产党员网） 

编读往来 

这里，是我们与您沟通的桥梁，您的建议，《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愿意听，

您的想法对《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很重要！  

我们开辟“编读往来”这个栏目，旨在加强编辑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目的只有一

个：把文选办得更好，满足读者和网友的需求。它是我们与您沟通交流的使者。如果您对我

们的文选有更好的建议，或者对某篇文章有不同的见解，您都可以点击留言处畅所欲言。对

于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反馈。您的参与定会成为推动《党政干部和党务工作者学习文选》更

快更好发展的动力，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留言投稿信箱：lilun@peop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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