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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 23 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紀
念劉少奇同志誕辰 120 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

習近平提劉少奇五個光輝榜樣

2018年11月24日（星期六）

■ 不忘初心、對黨忠誠的光輝榜樣

表重要講話強調，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堅定信念，激勵着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風

■ 堅持真理、實事求是的光輝榜樣

雨無阻、砥礪前行。歷史的接力棒已經交到了我們手中。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進

■ 敢於擔當、勇於創造的光輝榜樣

行偉大鬥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就是劉少奇同志等老

■ 勤於學習、知行合一的光輝榜樣

一輩革命家一生奮鬥的偉大事業的繼承和發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汪

■ 心繫人民、廉潔奉公的光輝榜樣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主持座談會。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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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引述劉少奇金句
一個人，特別是一個黨員，為
了黨，為了社會進化與人類解
放，為了千百萬勞苦大眾的共
同長遠的利益而奮鬥到底，直至終
身，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
得。
我們黨從來就不害怕指出與批評自己的
缺點或錯誤。過去的一切缺點與錯誤，
都將成為我們今後爭取勝利的教訓。

劉少奇誕辰 120 年

習近平囑學五榜樣
中共中央座談 紀念開國元勳 七常委同出席

習近平在講話中首先表示，我們懷着
十分崇敬的心情，在這裡隆重集

會，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 120 周年，緬懷
他為黨和人民事業建立的不朽功勳，追思
他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和人
民幸福不懈奮鬥的光輝生涯，學習和繼承
他的崇高精神風範，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
民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鬥。

讚揚功勳卓著 無私不懈奮鬥
習近平指出，劉少奇同志是偉大的馬克
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
家、理論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勳，是黨的第一代
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劉少奇同志的
英名，同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中華人
民共和國波瀾壯闊的奮鬥歷史緊密相連。
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殫精竭慮、嘔心
瀝血，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教
育、外交和黨的建設等領域都建立了卓著
功勳，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
戴。
習近平在講話中深情回顧了劉少奇為中

國革命和建設無私奉獻的光輝一生。他強
調，劉少奇同志數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奮
鬥，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中華民族走向
偉大復興的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劉少奇
同志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無論過去、
現在、將來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
學習的光輝榜樣。劉少奇同志的英名和功
勳將永遠為中國人民所銘記。

強調不忘初心 隨時修正錯誤
習近平指出，劉少奇同志是不忘初心、
對黨忠誠的光輝榜樣。今天，我們學習劉
少奇同志，就要牢記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
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
魂，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把共產主義遠
大理想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統一
起來、同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統一起來，增
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
守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為共產主義奮鬥終
身。
習近平強調，劉少奇同志是堅持真理、
實事求是的光輝榜樣。今天，我們學習劉
少奇同志，就要始終實事求是，勇於直面
問題，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
錯誤。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把黨建設

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
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
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讓 21 世紀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展現出更強大、更有說
服力的真理力量。

跟上時代要求 大興學習之風
習近平指出，劉少奇同志是敢於擔當、
勇於創造的光輝榜樣。今天，我們學習劉
少奇同志，就要堅持黨的原則第一、黨的
事業第一、人民利益第一，面對大是大非
敢於亮劍，面對矛盾敢於迎難而上，面對
危機敢於挺身而出，面對失誤敢於承擔責
任，面對歪風邪氣敢於堅決鬥爭。每一個
共產黨員都要以強烈的使命感，擔當起該
擔當的責任，跟上時代要求，跟上實踐要
求，跟上人民要求，創造性開展工作，堅
定不移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習近平強調，劉少奇同志是勤於學習、
知行合一的光輝榜樣。今天，我們學習劉
少奇同志，就要大興學習之風，在全黨營
造善於學習、勇於實踐的濃厚氛圍，建設
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推動建設學習大
國。學習本領是領導幹部必須具備的第一
位本領，同時要善於把學到的本領運用到

實際工作中去，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
促行、以行求知。

堅守人民立場 忠誠乾淨擔當
習近平指出，劉少奇同志是心繫人民、
廉潔奉公的光輝榜樣。今天，我們學習劉
少奇同志，就要始終堅守人民立場，把人
民群眾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終保持同人
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把為人民謀幸福作為
根本職責。全黨同志要時刻牢記，我們的
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用來為黨和人
民做事的，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幹
事、為民謀利。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任何時候都不搞特權，不以權
謀私，做到忠誠乾凈擔當。

要完成任何偉大的事業，都必須有吃
苦耐勞的精神，都必須有意識地把較
為艱苦和困難的工作擔當起來。
人民的利益，即是黨的利益。除了人
民的利益之外，黨再無自己的特殊利
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即
是真理的最高標準，即是我們黨員一
切行動的最高標準。
資料來源：新華社

劉少奇生平
1898年

生於湖南省寧鄉縣，青年
時代參加「五四」運動

1920年

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

到蘇俄莫斯科東方勞動者
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同年
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從事工人運動和黨的地下
工作，先後參加領導過安
1922年－ 源 煤 礦 和 鐵 路 工 人 大 罷
工、五卅大罷工、省港大
1932年
罷工及武漢工人奪回英租
界的英勇鬥爭
1927年
4月
1931年
1月

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上
當選中央委員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
選中央政治局委員

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
地，先後擔任全國總工會
1932年冬
委員長和福建省委書記。
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任北方局書記，抗日戰爭
初期深入敵後，領導山西
1936年春 抗日新軍和華北抗日根據
地創建，提出關於白區工
作的正確的理論和策略
1938年冬

擔任中原局書記，組織和
建立華中抗日根據地

1943年

回到延安任中央書記處書
記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
席

1945年

在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央
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
書記

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書
1947年春 記，轉到華北和朱德一起
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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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黨建理論 探索中國道路

1980 年 5 月 17 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
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劉少奇追悼大會
上致悼詞，悼詞寫道，劉少奇同志是中國共
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一貫重視理論
和實踐的統一，勤於調查研究和總結經
驗，並且善於把實踐經驗提到理論高度。

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
習近平在昨天的講話中，也稱劉少奇
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
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並詳細回
顧了劉少奇對黨的理論建設的貢獻。
1943 年春，劉少奇回到延安，協助毛
澤東同志領導延安整風、總結黨的歷史

經驗、籌備黨的七大。他撰寫的《論共
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著
作豐富了黨的建設理論，教育了一代又
一代共產黨人。1945 年，在黨的七大
上，劉少奇在《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中對「毛澤東思想」作出完整概括和系
統闡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
我國人民在長期奮鬥中最大的收穫與最
大的光榮，它將造福於我國民族至遙遠
的後代」。

提國家建設須適合國情
習近平又提到，劉少奇積極探索適合
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強調我

們應該根據中國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
的方法來進行建設。在黨的八大上，他
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科學分析社會
主義社會制度基本建立後我國社會的主
要矛盾，強調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
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
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
文化需要。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要既有
計劃性，又有靈活性和多樣性，充分利
用自由市場，利用價值規律來調節生
產。「他對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提出許多
指導意見，認為如果生產關係跑到生產
力的前頭就會破壞生產力，主張在農業
生產中實行同產量聯繫起來的責任制，

在企業領域倡導
試辦托拉斯（編
者注：商業信
托），提出實行
兩種教育制度和
兩種勞動制度，
提議改革物資管
理流通體制等
等，這些重要意
見反映了他的遠
■《論共產黨員的
見卓識，也為黨的
修養》初版封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後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鑒。」
■綜合新華社、中國政府網、人民網

1949年
9月

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4年

當選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1956年

當選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
員、常委、副主席

1959年
4月

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65年
1月

再次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席

1966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
到錯誤的批判，遭到林
彪、江青集團的政治陷害
和人身摧殘，被撤銷一切
職務

1969年
在河南開封病故
11月12日
1980年
2月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恢
復劉少奇的名譽作出專門
的決定
資料來源：新華社、人民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