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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和坚定四个自信 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
——
杨大威，杨星辰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哈尔滨 150018）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内
涵丰富，意义重大，彰显出我们党在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定力，表明我们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复兴伟大目标。为此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 徬徨；坚持全面治
党、惩治腐败不放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善民生不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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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博大精深，气势磅礴。研读党的十九大报告，通篇给人以鼓舞，
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力量。这种巨大而强烈的鼓舞、信心、勇气、力量鲜明地体现在和来源
于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 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一定要把
握主题，领会精神实质，密切联系个人、单位和工作实际，自觉增强和坚定四个自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一、自信概说
信，对于人类来说价值千金，厚重万钧。古人云“人无信不立”即生动表达了对它的敬畏和尊崇，进
而与它有关的言词便衍生出许多：自信、相信、诚信、信任、信用、信心、信守、信托、信仰、信念、信
誉、信赖等。其中我们常见常用的“自信”
，简而言之，如 《辞海》 解释云，就是自己相信自己，或曰自己
对自我的肯定。应该说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能力，是每个人能够生存、成长、竞争
和实现自我价值及目标追求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可见自信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何等重要。
不仅如此，自信对于国家、民族、政党而言更为重要。国家和民族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即这个国家和
民族是有文化底蕴、共同信仰、一致目标、奋斗精神的蓬勃向上的集体和主体，这样全体人民才能团结一
心、不折不挠地去为他们的共同理想去努力奋斗，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一席之
地。同样，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它也应该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它的成员也应该对自己所属的政党有足够
的自信，即坚信本党的纲领、宗旨、方针是正确的，也是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的，因此坚信这个
政党是正义的，前途是光明的。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缺少自信，或自信心较弱和不足，那么这个国
家和民族很难走上康庄大道，势必长久地积贫积弱，或沦为他人的附庸和“小兄弟”
，甚至还有亡国灭族的
危险。如果一个政党缺乏自信，势必反映出它的纲领、宗旨、方向不够清晰明确，或者与时代相左，“先
天不足”，这就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那么它的生命力、战斗力、凝聚力都要画个大大问号。由此可
见，自信是人民对自己国家、民族和所支持的政党的认知度、认同感、号召力的表达和肯定，是人们理想、
信念、信仰的真实反映。
自信虽然有自我感悟、自我体验、自我评价的成分在内，但它决不是唯心、唯我、自负的。主观唯心
主义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
，“只要闭上 眼睛，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悬崖。” [2] 如果有些人的某种“自信”
是据此产生的，那么他们的这种“自信”只能是自负、自诩的自我感觉、自我幻觉，是有很大盲目性、主
观性、误判性的。人的自信，人的正确的自信，是对客观存在的正确认知和评判，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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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探寻和把握之后所表达出的态度、立场和情感，具有很高的自觉性、客观性、可靠性。两者表面看似有
相同之处，实则有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自信不是先天形成、自然生长出来的。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只有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出丰厚而
稳定的文化，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时代前进的潮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取得人民群众的
拥护，它才能给人民群众以希望、以自信。所以，自信是逐步培养、渐渐树立起来的。
自信也不是外力强加，硬性“扶持”
、“塑造”出来的。自信是人民群众和政党成员对自己国家、民族
和政党大政方针和纲领路线的认可，是发自内心的接受和拥护，不能靠硬性灌输，强加于人，否则人们口
服心不服，终归流于形式，也长久不了。
自信又不可能是一立就牢、一劳永逸的。自信的树立是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一立就牢；自信的
树立是会有曲折、有坎坷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劳永逸。随着形势的变化，事业的起伏，道路的崎岖，
遇到困难和挫折在所难免，此时就会有人产生困惑，迷茫徬徨，发生动摇，自信不足甚至丧失，所以要及
时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可见，自信从树立、形成，到不断克服动摇、弱化，再到不断巩固、坚定，是一个认识逐渐深化、行
动更加自觉的过程，也是一个加强教育、引导、入耳入心入脑的过程。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祖国、伟大中华
民族的自信，中国人民和中共党员对于伟大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就是基于伟大祖国、伟大中华民族由积贫
积弱状态到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现实，就是基于伟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今天，
历经千辛万苦，首先领导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中所创造出来的丰功伟业。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最有说服力，事实是最好的老师，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取得的一个个伟大胜利，自己在生活中所收获的一份份实惠，才逐
步认识中国共产党、信任中国共产党，听中国共产党的话、紧跟中国共产党走的。是中国共产党使得中国
和中华民族找回了自信，增强了自信，再次走上复兴道路；也使中国人民找回了自信，拥有了自信，获得
了尊严和力量，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无疑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已经跨入新时代、
踏上新征程的今天，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信心是建党和建国以来最强烈、最鲜明、最坚定的
时期。

二、深刻理解四个自信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
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因为如此，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提振了前进的自信、胜利的自信。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把这种自信概括为四个，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
内涵丰富，含意深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彰显了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定力，表
明我们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1. 关于道路自信。道路，从政治学意义来说，是指在一定政党领导之下，一个国家和民族为实现某种
目标，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等所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体制。在世界步入近现代
史时期，各国的发展道路基本上有两种选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
资本主义救中国，但它行不通，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即使新中国成立
后，但凡遇到什么曲折困难，也不是没有人企图向资本主义讨药方，但它不灵，全党全国人民也不答应，
所以中国共产党依然领导中国人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拿改革开放之初说吧，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科技发达，经济发展很快，而我国刚结束“文革”十年内乱，与它们差距很大。有些人对自己缺乏信心，
认为西方道路可能会使我们的“月亮”更圆；有人认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在打着社会
主义旗号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担心门户打开会引来“苍蝇蚊子”
，使中国易帜变色；更不用说西方国家心中
的那种狂喜和期望了。但是他们的臆想和推断都错了，中国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仍然坚定地前行在
社会主义道路上。再说改革开放数十年后的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放慢了，经济结构
出现一些问题，于是西方又有一些人出来说三道四了，认为中国发展难免也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
“贫困陷阱”
，甚至危言耸听地提出什么“中国经济崩溃论”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却给了这些人
响亮的耳光：中国的精准扶贫成效显著，全国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即将完全脱贫，随全国人民一齐步入全面
小康社会。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质增效，扬长补短，经济进入中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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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新常态，依然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领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西方人士的各种鼓噪和杂音下排除
干扰，保持着惊人的战略布局、战略定力，是她早已在近百年的历史沧桑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她已经在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得出的正确结论，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
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除此之外，别无它途。对于这样一条正确道路，我们当然要走，我们当然要信。
曾几何时，随着苏东巨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轰然解体，接着世界上第一批社会主义国
家——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换旗易帜，西方“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他们弹冠相庆，预言中国的社会主
义道路不用多久也将“终结”。但奇迹再次在中国出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低谷中爬坡，在艰难中探索，
我们高举的社会主义红旗不倒，更加鲜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是
为什么？所以海内外人士无不予以极大关注和探究，使得如今研究“中共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唯一可效
学者空前增多，“中共学”竟在西方一些高校和智库成为一门“显学”
仿的是西方模式和西方道路，不相信能够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
功，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全新选择和大
有希望的范式。在西方世界面临着经济危机、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三大危机的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和事业却蓬勃向上，这种鲜明对照不仅使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道路自信，也使我们在世界上的朋友
尤其发展中国家人民增强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信心。
2. 关于理论自信。理论是对社会实践成功经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系统总结。理论来自实践，高于实
践，指导实践，服务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实践又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指导中国共
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的这 40 年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显示出强大生命力
和正确指导性。曾记否？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之初，不少人不仅怀疑这样做神州大地会有“易帜
变色”的危险，而且还担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二者能否会结合在一起。又记得否？在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至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一些人对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尤感兴趣甚至赞赏
有加，言必称西方观点如何如何，认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搞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一个“革命党”，尚未完成从
“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其隐义是我们党干革命行，搞经济建设不成功。可事实却是：中国共产党不但
干革命是行家里手，领导经济建设同样胜任和成功，是出色的执政党。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从贫穷
落后已经跃升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居然进入向来由西方大国操控的世界性金融组织 （IMF），获得
特别提款权 （SDR），“入篮”满一年后即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将其纳入外储；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
议，牵头成立“亚投行”
，全球响应者众多，一起干的国家如云，如果没有正确的富有创意的理论指导，怎
能大获成功？中国文化孕育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创造中国理论，中国理论诞生中国奇迹，所以中国人民相
信中国理论。
更让人欣喜和鼓舞的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
大有作为，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
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而这种伟大实践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使我们党能够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再次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
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1] 由于理论之树永远长青，不断焕发生机活力，所以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党
的理论自信愈发坚定和自觉。
3. 关于制度自信。从政治学意义上说，国家制度、社会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采取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架构和体系。这种制度和架构是带有根本性并有法律作依据和受法律保护的，也是
一定社会发展道路、政治政党以及理论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当前世界上大体有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
义制度之分。西方国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搞三权分立、两党或多党政治那一套，鼓吹民主自由人权口号，
实质上代表的却是资产阶级利益。资本主义制度虽然被资产阶级吹捧得天花乱坠，并到处兜售推销，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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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和弊病越来越暴露出来：金钱政治、黑箱操弄；政党恶斗、丑态百出；在野一套、上台一套；两极
分化、社会对立；侵略扩张、战争根源……1998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 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都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引起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劣根性的必然结果。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硬性要求别国照搬自己的政治制度，不能把
别国所探索的发展途径视为异端邪说大加挞伐。政治制度不能脱离各国的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和特定社会政
治条件，不能脱离自己国家民族的实际情况，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
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制度和道路。中国的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以工人阶级 （通过中国共产党） 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体制，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群众中既有畅所欲言，又有意见集中；既有
自由民主，又有纪律法规；既有少数服从多数，又有尊重少数意见。所以整个社会环境上下通畅，纵横平
顺，祥瑞和谐；党和政府的运转像接力赛似的，一棒传一棒，一届传一届，交接有序，稳妥高效，使得全
党齐心、举国合力，在抗冲击、办大事、解难事中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面对当今西方
国家政局中的种种弊端和窘态，连许多过去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屑一顾、说三道四的西方人士，如今也
不得不正视现实了，承认中国已在西方的“错判”中实现崛起，认为“如果 （西方） 民主国家的选择带来
不合适和准备不足的领导人，而且到了一定时候造成对整个政治过程的彻底怀疑，那么中国深思熟虑和稳
妥的政治或许有不少优势。
”“我们在思想上都应接受‘一个世界，两种制度’这个前所未闻的全球政治多
元主义，由此人类将受益于两套政治治理理论之间的健康竞争。” [3] 认为中国社会制度的成功，“最终应
该给西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会失败的人敲响警钟。
”“中共已经成熟壮大，西方该醒一醒了。
” [4]
4. 关于文化自信。从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
和。从狭义上说，文化指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中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产品和思想智慧，如文学
艺术、哲学学术、思想理论、法学政治、科技教育，等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
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曾长期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和
世界历史。但随着近代封建王朝的没落，中国文化也遭受摧残，致使许多人失去了自信包括对中国文化的
自信。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坚强领导和祖国的发展强大，带动了中国文化空前繁荣。过
去，中国文化总给人以古老沧桑、曲高和寡之感，如今世界各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兴办起了孔子
学堂，全球兴起了一股汉语热，希望了解和懂得中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过去总有人调侃：中国引以为自
豪的只能拿古代四大发明说事，到了近现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如今，连外国人都惊叹，“中国制造”
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他们把高铁、网购、智能手机支付、共享单车称为中国“新的四大发明”。过去
总有人指责中国“抄袭”别人，中国货多为“山寨”版，说什么中国搭了他们的“便车”，可如今，中国科
技创新能力快速跃升，科技创新产品不断问世，不少外国人都惊呼中国在不少领域已成为科技创新的“全
球领导者”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文化成为各方关注和借鉴的对象。过去总有人抱怨，中国没有一项
，可如今，中国人也开始进入“诺奖”中的文学奖、医学奖殿堂。
成果获“诺奖”
为什么中国文化近些年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变化？是由于我们党认识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
”因此“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
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化
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植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 [1] 辩证地处理好“守”和“变”、“中”和“外”、推陈与出新、继承与发展
的关系，既不忘“老祖宗”，又写出“新篇章”；既不丢“源远流长”，又着眼“历久弥新”；既属于中华民
族的，又为世界接受和欢迎的。“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
。 [5] 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滋养和培育，我们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
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焕然一新，精神振奋，意气风发，蓬勃向上，斗志昂扬，自信心空前高涨。

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自觉增强和坚定四个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全局，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取得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性成就，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同时，我国
虽然仍就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过去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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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威，杨星辰：增强和坚定四个自信 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些
基本的政治和国情判断，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时代，党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应该提
出新要求，党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进行新概括，党必须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踏上新征程，
去夺取新胜利。为此，党提出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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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号召，向着“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进军。为了决战决胜，习近平同
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
” [1] 要深刻领会、全面落实、完全实现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及任务要求，
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更加自觉增强和坚定四个自信十分重要。
1. 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上世纪初期黑暗的岁月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推翻三座大山、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作为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担，终于在 1949 年建
立起新中国。接着，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探索，
百折不挠，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以来，这 40 年间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
民在各个领域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开放，大力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桎梏和体制障碍，充分解
放人们的精神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世界潮流和时代脚步。无论是历史的或者现实的
事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领路者、开拓者和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现代化。过去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今后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胜利同样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党的领导始终坚信不疑、坚定不移，
这是我们一切自信的源泉，也是我们不断增强和坚定自信的保证。当前和今后，就是要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
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于社会上一些政治性的“小道消息”、流言蜚语，
坚决不听、不传、不信，并反映给党组织和有关部门，予以辟谣和依法追查。一定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共产
党领导不动摇。
2. 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不徬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无数事实
早已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致胜法宝和前进指针。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一系列新成果——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性、科学性，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所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
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
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取得了新的重大理论成果，形成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的当今，我们必须坚信不疑、坚定不移，作为一切工作的行动指针，
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历史上是有经验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的。且不说建党之初以及艰苦斗
争岁月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曾不止一次被禁止、被怀疑、被攻击，但始终遮蔽不了她的光芒、扼
杀不了她的生命力、阻挡不了她指引中国革命的胜利步伐。就拿改革开放后的这 40 年中，对马克思主义及
其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也曾有质疑和非议，有个时期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议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
起伏，就曾弄得不少人惶惑不安、迷团难解、不知所措。说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一系列成果从来都
不行进在坦途，都是在社会风浪中接受考验并发展壮大的。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每个中国人，一定要从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文化自觉，理论自信，做到乌云蔽日时不迷向、
风雨袭来时不徬徨，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3.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不放松。相当长时期，党的领导存在弱化现象，在执行纪律方面出现
“软、散、懒”的问题，导致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甚
至违法违纪贪污腐败，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社会反响强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从严治党，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举措反对“四风”，惩治腐败，大力整肃党
风、政风、官风，严格执行党纪国法。澄清了不少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某些阵地，把一时走弯了的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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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 [6] 党的领导弱化的状况和党内政治生活软弱涣散问题得到根本性扭转，反腐斗
争取得压倒性的明显胜利，在党内初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良好局面。党中央从严治党、大
力反腐赢得党内坚决支持，获得人民群众一致拥护，也得到国际广泛关注和肯定。我们党在破解“其兴也
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方面找对了路子、用准了方子，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
拥戴程度大大提高。
党的十九大继续发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庄严声音，给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
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的宣示，这就破除了社会上不时出现的“反腐到顶”、“该歇歇脚
了”、“会影响发展”、“水至清无鱼”等“容腐”、“护腐”、为贪腐行为讲情的闲言碎语和杂音干扰。只
要我们行进在从事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斗争，在实现伟大梦想的路上，那么从党治党也就在路上，
时时不能停歇，抓起来不能手软。即使今后中上层“大老虎”少了、没有了，藏在中下层的“苍蝇蚊子”
还会不少，因为这里面广、人多、情况复杂，是党的建设和纪律监管末梢薄弱地带，容易滋生腐败和不正
之风，查处起来更为复杂困难；同时社会中下层又与广大群众关系密切，群众往往把离他们最近、经常和
他们打交道的党员干部视为党的形象、党的作风的直接代表，因此在他们周围出现“苍蝇蚊子”老百姓感
受最真切、最痛恨，最影响党的形象和对党员干部的评价。群众“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人”，骂的就
是这些“苍蝇蚊子”，正是他们弄得老百姓气不顺，心里烦，堵得慌。所以随着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的深
入，反腐力度“下沉”是必不可少的，“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
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 [1] 只有扫除那些贪腐分子以及不作为、乱作为、为非作歹的种种不正之风，才能
使党内和社会上风清气正，心平气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善民生不懈怠。我们党一贯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所以党的宗旨和初心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办事理
政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自己言行的评判标准，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多处提到人民，通篇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相依为
命的鱼水关系。正是长期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几次强调“不忘初心”，一再叮嘱全党“牢记使命”，表达了党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决心。而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把它定位于“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着眼点和落脚处还是不忘初心，完全从人民
利益出发的。我们难以忘记，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和党中央就提出“三步走”战略。现在我们已经
实现前两个目标，即解决温饱问题和基本达到小康。第三步目标——
—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正在稳步推进。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新目标新安排，使原来的目标更充实、
更宏伟，那就是要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接着在之后的 30 年中，从 2020 年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国近现代从救国到兴国再到强
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稳，越走
越快，所攀登的高峰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壮丽，证明我们党的自信心、领导力和执政本领达到新的
高度，也证明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群众冷暖挂在心中。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正是根据党的三步走战略的总目标以及国情的新情况新
特点和人民的新需求加以及时调整、科学判断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底子薄，人口多，物质文化需求量
大，而供给能力低下，常常供求失衡，供给不足，所以往往呈现短缺经济，经常出现抢购风，物价连连上
涨。那时重点是解决“量”的问题，解决“有”和“足”的问题。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们的科技
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大幅提升，各种产品的制造能力大大增强，城乡大小商店琳琅满目，商品应有尽有，人
们对“量”的需求基本上不成问题了。但是对“质”和品种个性化的需求却上升了：衣要漂亮，食要健康，
住要舒适，行要通畅；而且要蓝天、白云、山绿、水清、空气好，还要公平正义，安全放心，精神愉悦，
心情舒畅，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老年人有老年人独特的需求，中青年人有中青年人个性化的天地，
少年儿童有少年儿童天真快乐的向往。各个社会阶层有各自的相同相近的愿望，即使同一阶层的不同群体，
同一群体中的不同个体，也有各自不同的企盼。近些年出现的到境外抢购奢侈品、化妆品甚至马桶盖的现
象，不同人群占抢场地打篮球和跳广场舞的纷争，乃至“入厕难”问题，等等，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能
回答得了的。这说明什么？一方面说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在日益增长，而且增长很快、普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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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有不少方面满足不了人民的各种需求。党中央审时度
势，顺应人民需求的变化，早在前些年便开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更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扩大优质增量供给，扩大生态产品供给，同时扩大精神
文化产品供给，通过补齐民生短板和增加有效供给以满足全体人民的不同需求。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
安居乐业。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然需要坚持党的领导，
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等等。其中，领导干部尤其基层
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更为急切和重要。因为群众就生活工作在基层，他们“回家”的“最后
一公里”就在基层，基层干部的服务和管理就在群众的这“最后一公里”路上，基层干部对群众的态度如
何、脸色如何、办不办事和怎样办事，群众都有真切的体验和评判。不可否认，现在还有不少基层和单位，
鞭长莫及，我行我素，把上级的政策和党的温暖阻隔了，群众不了解和享受不到；还有不少基层干部麻木
不仁，不负责任，不作为、乱作为、胡作非为的现象时有发生，让群众办事多跑路、瞎折腾、受到一肚子
窝囊气，怎能不影响群众情绪和幸福感、获得感？怎能不影响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所以在全党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并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一定要坚持下去，务必抓出成效，让全体党员干部
懂得：群众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服务的重点，要以合格和优良的服务让人民高兴，
让群众满意。
增强和坚定四个自信是我们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大收获，也是我们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夺
取新胜利的重要保证。我们一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埋头苦干，扎实工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继续自觉增强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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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and Strengthen the Four Self-Confidence to Win a New Greater Victory
——
—Learn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report
YANG Da-wei, YANG Chen-xing
(Heilong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rbin 150018,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road confidence, theoretical self-confidence, system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e
four self-confidenc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t, highlight the political will of our party to upho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nd demonstrate our confidence and ability to realize the great goal of
rejuvenating the Chinese nation. To this end, we must uphold the unswerving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uphold XI
Jin-ping’s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foolhardy; adhere to the party in an all-round
manner, punish corruption does not relax; adhere to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nd constantly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s: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Road Confidence; Theoretical Confidence; Institu－
tional Confidence; 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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