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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黨史學習教育中「多講講中國共產黨的故事」，是習近平總書

記的一貫思想。他強調指出：「會講故事、講好故事十分重要，思政課

就要講好中華華民族的故事、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華華人民共和國的故

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改革開放的故事，特別是要講好新時

代的故事。」「要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

家的歷史經驗，正確了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這

對正確認識黨情、國情十分必要，對開創未來也十分必要，因為歷史

是最好的教科書。」

習近平總書記沐浴紅色家風，深受黨史熏陶，具有深厚的黨史

情懷、寬闊的黨史視野、豐富的黨史知識、超凡的黨史素養。長期以

來，他在考察革命歷史紀念地、出席重大紀念活動和重要會議等多種

場合，以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批示等多種形式，講述了黨史上許

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故事。習近平總書記講述、講到的這些感人

肺腑的黨史故事，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生動體現，是廣大黨員、幹部

「知史愛黨、知史愛國」「檢視初心、滋養初心」「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的寶貴教材。為了幫助廣大黨員、幹部深入學習黨的歷史，深入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應人民出版社之約，我們編寫了這本《習近平講

黨史故事》。

本書將習近平總書記講述、講到的黨史故事，依時序排列，按黨



i i i i i

習近平講黨史故事 前   言 

史分期慣例，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

個部分。習近平總書記講述、講到的黨史故事，有的是故事梗概，有

的是故事主角，扼要精當，言簡意賅。為了便於廣大讀者了解故事全

貌，本書將每個故事分為「故事原委」「故事延展」和「故事啟迪」三

個板塊。「故事原委」，儘可能原原本本地道出習近平總書記講述每個

故事的時間、地點、場合和內容。「故事延展」，主要是由簡到詳，

介紹故事來龍去脈，還原故事歷史場景，描述故事具體情節，力求體

現故事的完整性。「故事啟迪」，努力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講述故

事的本義和引申義，簡要闡釋故事所蘊含的深刻道理、歷史價值和現

實意義。

歷史是宏大的，又是具體的。黨史如何既寫大事件、大人物，又

寫具體故事、寫普通黨員、寫人民羣眾，歷來是黨史編寫工作中十分

重要而又不易做到的事情。《習近平講黨史故事》這本書在這方面作了

積極探索。全書按照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歷史邏輯，以具體故事的

形式，將不同歷史時期一個個鮮活生動的黨史事件、黨史人物聯繫起

來，形成體系。書中所講故事的對象和主角，既有黨的重要會議和重

大事件，又有黨的重要文獻和重要人物；重要人物中既有黨的偉大領

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又有普通黨員和連隊戰士，既有舉世聞

名的科學泰斗，又有普普通通的人民羣眾，巨星閃耀，羣星燦爛，相

映生輝，光彩奪目。初步達到了宏大與具體的統一，偉大與平凡的統

一，歷史現象與歷史本質的統一。這樣的內容和形式，有助於廣大讀

者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

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正確認識黨情國情，

更加堅定理想信念。作為一本黨史讀物，本書別具一格，是可信、可

近、可學的。

本書在編寫過程中，力求做到「四個堅持」：堅持實事求是，原

汁原味；堅持尊重故事原意，融會貫通；堅持唯物史觀，突出人民羣

眾的歷史作用；堅持語言平實，順理成章。實際效果如何，期待讀者

朋友的檢驗。

本書編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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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 

成立做了準備

■ 故事原委

2019 年 4 月 30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 100 周年大會上指

出：「五四運動，爆發於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

鋒、廣大人民羣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是一場中

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衞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

革命運動，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

運動，以磅礴之力鼓動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復興的志向和信

心。」「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

步性、各族各界羣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

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

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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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延展

偉大的開端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次由青年學生、工人和其他羣眾共

同參加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全國性革命運動。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五四運動極

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國家尋找出路的中國先進分子，

紛紛從馬克思主義思想寶庫中尋找救國救民、實現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的

思想武器，並逐步走上共產主義道路。

五四運動造就了一批追求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

先進分子。五四時期各地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救國會、國民

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新民學會等社團的骨幹成

員，有許多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成員。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李大釗等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很有思想穿透

力的文章，主動同許多社團組織和進步青年密切聯繫，積極指導和推動運

動的發展，成為五四時期著名領袖人物。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起草並親自

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取消對日密約、罷免賣國官吏、保障市民集

會言論自由等要求，名震中華。

1919 年 6 月 11 日夜，陳獨秀在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傳單時被

捕，全國各界紛紛通電發函營救。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發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文章說，

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中國最需要科學與民主，「陳君平日所標揭

的，就是這兩樣」，「陳君為這兩件東西得罪了社會，社會居然就把逮捕

和禁錮報給他」，「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着大

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後來，毛澤東說過，陳獨

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李大釗吹響五四運動號角

李大釗是五四時期著名的青年導師和思想先鋒。1919 年 5 月 1 日，

李大釗在《「五一節」雜感》中率先提出「直接行動」的動員口號，吹響

五四運動號角。五四運動期間，他和陳獨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向社會

宣告，如果北洋軍閥政府不答應人民羣眾的要求，人民羣眾就應用「直接

行動」對不合理的社會現狀進行「根本之改造」。這一政治宣言，對五四

運動的興起產生重要影響。

李大釗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影響了一代青年。1919 年 10 月、11

月，他在《新青年》上分兩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馬克

思主義，在思想界產生重要影響。正是由於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

努力，以在北大工作的毛澤東、北大學生鄧中夏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進青

年，從思想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的道路。

五四運動中，李大釗組織學生聯合會營救被捕學生，把學生聯合會成

員派到各大城市，擴大影響，並與其他人一起散發《北京市民宣言》。

毛澤東五四時期嶄露頭角

毛澤東回憶說，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的時間專用在學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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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辦的報紙，對於華南學

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 —一種研究新文

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而且特別是新民學會，猛烈地反對那時

候的湖南督軍張敬堯 —一個很壞的人。新民學會領導了一個學生總罷

課，反對張敬堯，要求革去他的職。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動反對他。

因為那時候孫中山在西南活動。於是張敬堯就用查禁《湘江評論》來報復

學生的反對。這以後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裏組織了一種反軍閥

運動。新民學會又把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為普遍的反軍閥的煽動。當時

我擔任一個通訊社社長，推動這個工作。這個運動在湖南得到了成功。

周恩來任天津學聯報主筆

周恩來在五四運動期間擔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主筆，並在創刊號

發表《革心！革新！》發刊詞，宣傳「民主主義」「革心」「革新」。天津

各大報紙紛紛轉載。他發表《黑暗勢力》一文，號召「國民啊！國民啊！

黑暗勢力『排山倒海』的來了」，「要有預備！要有辦法！要有犧牲！」

《天津學生聯合會報》明確「敢言」，成為「全國的學生會報冠」，在天津

五四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五四運動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五四運動後，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

想的知識分子，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發起人。五四運動使毛澤東、周恩

來、鄧中夏、張太雷、陳潭秋、瞿秋白、張聞天、沈澤民、馬駿等先進分

子脫穎而出，逐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

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標

誌着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開端。五四運動期間，中國工人階級參加反帝愛

國鬥爭，以工人階級特有的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發揮着主力軍作用。

中國先進分子認識到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和強大力量，到工人羣眾中開展

宣傳活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開幕，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從

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踏上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

開啟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奮鬥歷程。

■ 故事啟迪

五四運動高舉愛國主義偉大旗幟，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

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五四運動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促進馬克思

主義傳播並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

的準備。五四運動爆發後兩年多時間，中國共產黨就成立了。五四運動是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在紀念五四運動 100 周年之際，習近平

總書記帶領我們重溫這段光輝歷史，就是要激勵全黨同志和青年一代緬懷

五四先驅，弘揚五四精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秉承傳統、接續奮鬥。

我們要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奮起前行，在偉大五四精神鼓舞下，攻堅

克難，不斷創造新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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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李大釗

■ 故事原委

2009 年 10 月 28 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同志在紀念

李大釗同志誕辰 120 周年座談會上指出：「李大釗同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

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

主要創始人之一。」

■ 故事延展

李大釗在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踐行馬克思主

義，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獻出生命，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

認清方向，勇往奮進

李大釗早年在詩中寫道：

壯別天涯未許愁，盡將離恨付東流。

何當痛飲黃龍府，高築神州風雨樓。

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回國後積極投身新文化

運動，宣傳民主與科學。他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圖書館主任期間，大力

蒐集馬克思主義書籍，使北大圖書館成為傳播新思潮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

陣地。青年學生們經常到圖書館向他請教，他總是熱心指導，引導他們閱

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並告訴閱讀的方法。

1918 年 10 月，經北大教授楊昌濟推薦、校長蔡元培批示，李大釗安

排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報刊閱覽室任助理管理員，青年毛澤東與李大釗

有着密切聯繫。後來，毛澤東在陝北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深情緬懷說：

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

理員的時候，迅速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李大釗從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振興中華的曙光，發表《法俄革

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

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充滿激情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

的世界」。這些文章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發表，表明李大釗開始運

用馬克思主義宇宙觀來觀察世界，並以此為武器，奮起向舊世界宣戰，成

為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他深刻認識到十月革命對人類歷史進

程產生的重大影響，思想傾向完成從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的轉變，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

身體力行，殫精竭慮

五四運動後，李大釗在北京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創建北京共

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一批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分子積

極響應，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相繼建立，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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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對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作出重大貢獻。

青年毛澤東 1918 年第一次到北京期間便與李大釗有着密切聯繫，他

悉心閱讀李大釗介紹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書刊，熱心蒐集剛剛翻譯的中文

版共產主義書籍。1919 年青年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期間，曾與李大釗會

面，又到上海與陳獨秀會面。他回湖南後，經常與李大釗和陳獨秀聯繫，

並創建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當時中國許多進步青年到歐洲勤工儉學。1920 年 12 月底，同李大釗

共同建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張申府赴法國講學，受李大釗和組織委

託，在歐洲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2 年 8 月，李大釗與孫中山進行了多次交談，由孫中山介紹加入

國民黨，成為第一個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隨後陪同蘇聯代

表越飛舉行「孫越會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李大釗任國民黨中央執行

委員，成為國共兩黨北方領袖。

李大釗領導建立北方共產黨組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直接指導

隴海鐵路大罷工、開灤煤礦大罷工、京漢鐵路北段大罷工等。他領導的

國民會議運動和聲援五卅運動等，震撼中華。他非常重視人才培養，多

次派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廣州農講所、武漢農講所學習

政治；派人到列寧格勒軍政學院、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中央軍事政治

學校武昌分校、（西北）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學習軍事，培養建黨人才和

建軍人才。

李大釗多方努力，促成馮玉祥率部「五原誓師」、參加北伐戰爭；促

成閻錫山同意率部參加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戰爭；李大釗曾多次親自對

馮玉祥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並派共產黨員到馮玉祥的軍隊中去，負責政治

工作或其他工作，在軍官和士兵中宣傳馬克思主義。李大釗的這些工作，

在我黨以後的武裝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神色自若，從容就義

1927 年 4 月 6 日，李大釗被奉系軍閥逮捕。4 月 28 日，李大釗等 20

名革命者從容走上絞刑台，英勇就義。

一名現場親歷者寫道：晨九時，指揮行刑官蒞場查閱判決書，命提李

大釗及另一受刑人到場，旋由行刑人蜂擁至前。李大釗意氣軒昂，胸襟爽

朗，不知其為鐵窗人也。

指揮行刑官告之：「此案經特刑庭判決，你等均處死刑，當已收到判

決書？」答：「收到，已準備上訴。」又云：「此案係按特殊程序處理，並

無上訴辦法。現奉上官命令，今日執行。你等對於家屬如何處分事件，可

繕函代為轉交。」

李大釗云：「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

分也，何函為？」旋經行刑人擁登絞台左絞繩下鐵蓋上，面南而立，一位

行刑人反接兩手，纏縛全身並折繩結環，神色自若不變。最後，李大釗高

呼「為主義而犧牲」，毅然延頸就環，英勇就義。

李大釗投身革命，矢志不移；獻身真理，視死如歸；我黨先驅，青史

永垂！

■ 故事啟迪

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告誡說：「我們走得再遠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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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記來時的路，就不能忘記指引來路的人。李大釗最早傳播馬克思主

義，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他領導北方共產主義運動，為自己信

仰的主義英勇獻身，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我們不忘初

心，不忘來時的路，就不能忘記李大釗，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沿着李大釗等革命先驅開闢的道

路，高舉赤旗，奮勇前進。

毛澤東「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 故事原委

2013 年 12 月 26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 120 周年

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

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

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

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毛澤

東同志在青年時期就立下拯救民族於危難的遠大志向。1919 年，毛澤東

同志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寫道：『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捲得

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

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年輕的毛澤東同志，『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既有『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仰

天長問，又有『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浩然壯氣。」

■ 故事延展

毛澤東說過：「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

鬥，其樂無窮！」這種奮鬥，從他青少年時代就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