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党篇 
1.五四运动 唤醒民众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出

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

子。1919 年爆发于北京的五四运动首先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序幕。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

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1919年 5月 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 3000余名学生齐集天安门前

举行示威。 



 

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

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1919年 5月 4日，北京大学

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2.首译宣言传播真理 

1848年 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第一次

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次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鼓励无产者联

合起来发动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并最终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是无

产阶级政党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纲领之一。1920年 8月，由陈望道翻

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世了，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

义的书。这部译著的出版，让无数革命者找到了信仰。 

3.酝酿建党 各地响应 

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

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1920年初，李



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1920 年秋至 1921 年春，上

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

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1920年 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起到了在全国

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920 年 10月，北京共产党组

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布 

4.一大首聚开天辟地 

1921年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 13 名代表出席大会。最后一

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

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

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除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

及联合第三国际。 

 



中共一大代表 13人、共产国际代表 2人雕塑像——陈列于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 

5.反帝反封 工运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着手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党的二大正确地分

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提出了明

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后，为大力开展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2年 1月到 1923年 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其中，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它和其它工人运动一道，

开启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篇章。 

 

中共二大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

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并通过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

等 9 个文件。 



大革命篇 
6. 国共合作 共创大业 

中国共产党于 1923年 6月 12日至 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 30多人，代表党员 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

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24年 1月 20日至 30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参加与帮助下，孙中

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

会通过了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

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

会选举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

东、林祖涵、瞿秋白等 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

员，约占委员总数的 1/4。 

会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

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随后，全国大部分

地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

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成了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

党的‚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加速了中国革命的

进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7. 五卅惨案 掀起风暴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后，有力地促进了大革命的历史进程。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工人运动新的高潮。1925年 5月 30日，上

海工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杀害工人顾正红的游行队伍，在行进到英国巡

捕房门口后，英国帝国主义向正在游行的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这便是

举国震动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革命群众不但没有被

帝国主义的屠刀吓倒，还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更广泛的支持。 



 

8. 北伐洪流 铁军扬名 

1926年 7月，由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全面爆发。这是一场

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是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更是中国共产党

对武装革命的一次探索。面对以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为首的军阀，

中国共产党更是独立武装了一支精锐部队。在北伐战争期间，这支勇猛

善战、连战皆捷的革命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势力，取得了‚汀

泗桥‛‚贺胜桥‛等战斗的胜利，同时也为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

军‛的光荣称号。 



 

 

9. 黑手高悬 国共破裂 

从 1926年 7月起，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连克长沙、武汉

等地，然而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一件

突发事件却彻底打乱了胜利的步伐。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开始排

斥和对抗共产党，也为后来的十年内战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到了大革命

后期，1927年，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右派不顾以宋庆龄为

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发动了‚四一二‛、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致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土地革命战争篇 
10. 南昌起义 八七定向 

南昌武装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反抗，1927年 4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向群众举起屠刀，随后各地反动势

力也纷纷以‚清党‛为民，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共产党

随后在 8月 1日，发动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随后召开八七会议，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

斗争的光辉历程。 

 

 

11. 秋收暴动 开辟井冈 

秋收起义是 1927年 9月 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

导的工农革命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虽然秋收起义最初的目标是攻占湖南长

沙，但随着起义过程中，敌强我弱的态势愈发显著，起义领导人毛泽东

决定，带领部队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从而保存有生力量，逐

渐壮大队伍，这一举措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2. 广州起义 群雄四起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1927年 12月 11日，广州起义正式

打响。经过激战，最终起义军寡不敌众撤出了广州城。这次起义虽然失

败了，但起义军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参加起

义的许多领导人和保留下来的武装力量继续为中国革命事业而顽强战

斗，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 

 

 



13. 朱毛会师 组建劲旅 

朱毛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中央苏区的开创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领导的一路起义部

队，四处征战、不断转移，损失惨重。此时，休整部队已成为最迫切的

事情。最终，朱德、陈毅决定，也将起义部队开往井冈山。 

 

14. 中共六大 低潮奋起 

1928年的中国，刚刚面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地屠杀

革命群众，全国各地笼罩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之下。走在低潮的革命

战士，急切需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回答和解决中国革命复兴的一系列

复杂问题。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

史意义的会议。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

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

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

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

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A%E6%AE%96%E6%B0%91%E5%9C%B0%E5%8D%8A%E5%B0%81%E5%BB%BA%E7%A4%BE%E4%BC%9A/788712


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

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

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

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

极的作用。 

15. 古田丰碑 奠定军魂 

1928年底，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的带领下，打破了

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 1929年 1月向赣南、闽西

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基础。随着形势发展和革命队伍扩大，红四军队伍人员组成复杂，加之

环境恶劣，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教育和培训，因此极端民

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

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部滋长。 

 

 

 



16. 红色割据 星火燎原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失败并没有让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失去

信念。相反，他们前赴后继，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建立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的火种有了暂

时的栖身之处。接下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何长久存在，以及中国革

命今后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些战略问题，便提上了毛泽东的案头。此时，

毛泽东等人对于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经验还不是很丰富。不仅如此，党内

对于革命的前途问题所持有的意见也并不统一，这些问题都大大影响了

中国革命的发展。井冈山的斗争，从 1927年 10月到 1930年 2月为止，

共计两年零四个月，时间虽不长，但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尤其

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敢闯新路。 

其精髓是：一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二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是党管武装的基本原则；四是血肉相连的干群关系；五是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 

 

 

 



17. 以弱抗强 打破‚围剿‛ 

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

装迅速发展到约 10万人，并开辟了 10余块苏区。对此，国民党政府主

席蒋介石接连发动了五次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企图在 3到 6个月内

消灭红军。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积极的反‚围

剿‛斗争，前四次都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左倾错误思想导致了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  

18. 血战湘江 遵义转折 

1933年 9月，在经历了前四次‚围剿‛失败之后，国民党当局以

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中共临时中央

负责人的错误指挥，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围剿‛。1934年 4月，广昌

失守，整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门户洞开，国民党官兵蜂拥而入，此时中

国红军的处境愈发艰难，党中央被迫转移出中央苏区、撤离中央革命根

据地，开始进行长征。 

 



19. 雄关漫道 三军会师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

堵截的艰险条件下，红军四渡赤水，粉碎了蒋介石等反动派企图围歼红

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懋功，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央红

军商量对策，陕甘支队先行北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甘肃会宁。 

 

  



抗战篇 
20. 瓦窑决策 联合抗日 

1935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转折之年。这一年的一月，中国

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中国

共产党实现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重大转折。这一年年底的 12月，在陕

北的一个普通窑洞里，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会议正在紧张进行，

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的革命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名族战争的

历史性转变，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21. 西安事变 石破天惊 

1936年 12月 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

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

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

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初步形成，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读宋美龄给他写的信 

22. 红军改编 首战平型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主动请缨，积极抗日。将红军

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七·七事变‛是日

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值此

国仇家恨之际，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号召全民族抗战，并主动请缨，

积极抗日。 

平型关大捷（又称平型关战斗、平型关伏击战），是指 1937年 9月

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

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

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

首战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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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是八路军 115师师长林彪率领所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

临危出征，与日本号称‚钢军‛的板垣征四郎第 5师团第 21旅团一部

及辎重车队浴血死拼取得的首战胜利，有力配合了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

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

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23. 百团大战 破袭歼敌 

针对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从 1940年 8月 20日开始，到

12月 5日，在三个半月中，八路军集中了大部分主力，发动了对日军交

通线的破袭战，由于参战兵力达到 105个团，兵力约 27万人，因此被

称为‚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以重点破坏正太铁路为主要任

务，共经过 20天的战斗。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与日军军事力量的

差距，不仅在于军队人数的多寡，更重要的是武器装备的巨大悬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BF%E5%9E%A3%E5%BE%81%E5%9B%9B%E9%83%8E/3000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8E%E9%94%A1%E5%B1%B1/2913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4%BA%8C%E6%88%98%E5%8C%BA/15473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4%BA%8C%E6%88%98%E5%8C%BA/1547385


 



24. 抗联苦斗 华南坚守 

东北抗联的产生、发展和斗争历程，是一部悲壮惨烈、可歌可泣的

史诗。东北抗联在敌强我弱、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周旋

苦斗，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东北抗联在极其

艰苦的情况下，从 1931年局部抗战开始到 1945年全面抗战胜利，苦苦

坚守了十四年。在华南地区，有三支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珠江纵

队和琼崖纵队，共同坚持了华南的抗日战争，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

成为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主要力量。 

25. 延安整风 鼎力自强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毛泽东

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

决思想路线问题。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全

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

想基础。 

26. 生产运动 渡过难关 

1941年，在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

济封锁下，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面临极为严重的困难。大生产运动使陕甘

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胜利的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不

仅为支持敌后长期战争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密

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



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使他们不仅会进行革命战

争，也学会了发展生产。 

解放战争篇 
27. 土地改革 保家保田 

1946年 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

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战争之初，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军队实

力相差悬殊。1946年 5月 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

题的指示》，也称《五四指示》。《五四指示》吹起了土地改革的号角，

让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五四指示》调动起了广大农民积极

性，让人民解放军获得了亿万农民的支持，使中国共产党最终获得了解

放战争的胜利。 

 

28. 千里跃进 全线反攻  

1947年 7月，《小河会议》确定了解放军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国民

党统治区。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拉开反攻序幕；1947年 9月，晋察冀野



战军在河北中部，取得了歼灭国民党第三军的清风店大捷，又攻下了石

家庄，令华北的国民党感到了形势的危急；随后，毛泽东又领导解放军

取得了一次次的战争胜利，稳定了战争局势。1948年 3月，毛泽东离开

陕北进驻西柏坡，在西柏坡小小的指挥所里指挥着世界上最大的战争。 

29. 运筹帷幄 战略决战 

 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

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进行了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48年初到

1949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

役波澜壮阔，惊天动地，为世人所瞩目，但它们的指挥中心，竟然位于

河北省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西柏坡。三大战役完成了解放军对国民

党军的战略决战，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30. 两个务必 进京赶考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近乎

歼灭殆尽，国民党政府因军事上的惨败而陷入接近土崩瓦解的境地。中

共中央在此时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务必，指挥了解放

军的渡江战役，解放全中国的胜利曙光正在一步步地来临。 

  



建国篇 
31. 协商建国 人民当家 

1949年 10月 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北京各界三十万群众会聚于

此。他们兴高采烈，共同迎接和欢庆这个重要时刻的到来。天安门城楼

上，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从此，中国结

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32.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1950年，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悍然越过了三八线，把战火烧

到了鸭绿江边。不仅如此，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还派出飞机频繁

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我国丹东地区，严重危害了我国领土、领空的主权。

1950年 10月，我国应朝鲜政府请求，以彭德怀为司令员，迅速组成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序幕。



在为期两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无数志愿军浴血奋战，付出了重大的

牺牲，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 

33. 统一财经 恢复经济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抗战以来愈演愈烈

的恶性通货膨胀仍在继续，人民解放军后期作战仍需很大开支，恢复生

产和铁路交通急需大量资金。严峻的经济形势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

能不能遏制涨价风潮，成为关系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面对

复杂形势，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力的经济措施，成功

组织了同投机资本做斗争的两大‚战役‛。 

34. 改造社会 惩治腐败 

1949年 10月 1日，首都三十多万军民齐聚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

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

立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中国的诞生。

人们贴切的用一个‚新‛字，将这一历史的分水岭区别开来。新中国成

立之初，由于长期的战争与动乱，社会矛盾尖锐、经济水平落后等一系

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 

三大改造，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国在 1953年春

天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 8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

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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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这条总路线应该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

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也就是说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

义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当时毛泽东同志估计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

八年，即三年恢复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3年），加上三

个五年计划。他认为中国‚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

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 

35. 首届人大 奠定国本 

1954年 9月 15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盛大开幕。这一天，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

角，从东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一千二百多名代表带着六亿中国人民的

嘱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家最高权力开始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行使，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并为后来的‚两会‛奠定了基本架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3%E5%80%BE/29490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6%E5%80%BE/17064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B7%A5%E4%B8%9A%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B7%A5%E4%B8%9A%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7%A7%81%E5%90%88%E8%90%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4%E5%B9%B4%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9B%BD%E5%AE%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9B%BD%E5%AE%B6


 

36. 三大改造 改天换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2年，国家经济得以全面恢复，社

会的经济运行体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营经济占据了市场的主动权。

于是，中国盛行一个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社会主

义工业化，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资

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37. 两弹一星 扬眉吐气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当时严

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

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

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



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

大的事业中来。 

 

改革开放篇 
38.  科教春天 万众欢腾 

1977年 10月，中央各大媒体发布了我国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

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大

地，广大青年奔走相告。有人形容说，这一消息犹如滚滚春雷，极大地

激发了每个有志青年的斗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北京师范大学王炳林教

授，去感受那个令人振奋的时刻。 

39. 思想解放 历史转折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近百年历程中，解放思想不仅是中国共

产党的思想理论武器，更是指导实际工作的有力工具。思想解放了，才

不会被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所束缚，才能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

造性地改造世界。就在 1978年 5月，一篇文章掀起了中国思想解放的

新高潮，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40.敞开国门 拓宽视野 

1978年 12月，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

正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

动力，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

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

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 

41. 包干到户 体制创新 

1978年夏秋，安徽省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这使得当时的安徽农

民和农业生产，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然而，正是这样的挑战，给了安

徽一次率先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尝试的机遇，也让凤阳县小岗村的一

份特殊契约，成为了拉开中国农村改革序幕的一个标志。 

42. 崭新命题 中国特色 

 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全会作出了把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43. 创办特区 扩大开放 

从 1979年开始，深圳，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开始了轰轰

烈烈的特区建设。由此，‚春天的故事‛在南海之滨拉开帷幕。经济特

区的创办，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部署的

组成部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试验，为改革开放

发挥了重要的探路和引领推动作用。 



 

44. 初级阶段 明晰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

理论创新，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它准确地界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

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保证了新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

略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期节目让我们重温这场理论创新背后的故事，

更加全面地领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深刻内涵。 

45. 五讲四美 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

此同时，随着各行各业，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过去一些愚昧、落后的

不文明现象也逐渐露出了苗头。人们迫切要求治理社会风气，进行精神

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精神

文明建设被提上了日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