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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跌入人生谷底别气馁，保持定力、蓄力再发，就
一定会战胜困难，迎来春天。 作者 薛 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面对日益增多的各种风险挑战，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精神的力
量攻坚克难。今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先后就企业家精神、伟大抗战精
神、伟大抗疫精神、科学家精神、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等发表重要讲话，既为
我们提供了精神指引，又丰富了中国
精神的内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中国
精神，需要我们找准着力点，将中国精
神切实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
大力量。

就精神本身来讲
要有敬畏心使命感

精神是人之为人的神圣因素，对
美好的向往、对梦想的执着以及克服
艰难险阻的顽强意志力，都印证人的
精神性存在特质，凸显精神的伟大与
力量。对人来讲，精神不是外在的“独
立东西”或附属物，而是人之为人的
内在依据和根本规定。人是要有一点
精神的，人应以精神立身，做到超越物
质，敬畏精神，自视能配得上这一最高
尚的东西，确证人成为人本身。因此，
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以

“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低级趣
味”“有益于人民”的规定自我“立法”，
不忘初心，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将内心的
律令化为使命、责任和担当；普通群众
应守住精神底线，承担道德义务，履行
做人之道，锤炼精神品质，升华精神境
界，彰显人之为人的高贵本性。

就精神的内容来讲
要增强忧患意识

增强忧患意识，做好克服困难的
精神准备，是伟大抗战精神、伟大抗疫
精神、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等具体内涵
要求的逻辑起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
代精神，也都由其所衍生和规定。应
当说，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有矛盾就会有问题、有斗争，就需要
有忧患意识，做好克服困难的精神
准备，这是精神状况本应具有的常
态，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或紧要
关头尤应如此。毛泽东同志就非常
强调精神准备问题。在抗日战争即
将 胜 利 时 ，他 分 析 国 内 形 势 讲 道 ，

“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
大事变”，即做好对付困难的精神准
备 。 他 说 ：“ 许 多 事 情 是 意 料 不 到
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
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
不利情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
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继承并发
扬我们党重视精神准备这一优良传
统。增强忧患意识，做好精神准备，
就是不能精神懈怠、精神萎靡、贪图
安逸，而是必须将自身的现实存在
作为对象主动进行超越性思考和前
瞻性谋划，“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
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
好的结果”，既要守住底线，做到有备
无患，又要积极作为，努力实现理想和

目标。在“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
中，精神演化成诸多因素、呈现出诸多
内涵，汇聚成牢牢把握主动权的内生
力量。

就精神的成长来讲
要勇于实践主动作为

人的精神的成长不是凌驾于现
实之上的纯粹意识自身的抽象思辨，
也不是停留于等、靠、要层面的被动
给予。精神生长在物质实践基础之
上，内化于现实生活之中。精神在实
践中成长，在磨难中发展，不断吸纳
社会现实新因素、拓展新内容。不积
极参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回
避困难，屈服于压力，陷入主观臆想，
精神就会成为镜花水月，就不可能在
人的头脑中真正创造出一个反映时
代要求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内在特质的精神世界。因此，要把
个人的精神追求积极融入整个国家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并通
过实践不断激发精神认同、实现精神
价值。在实践中尤其面对有难度的
实践要做到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把

“陷阱”“围追堵截”“封锁线”通通抛
在身后，在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
险阻的过程中，培育坚忍不拔的意志
和无私无畏的勇气，锻造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的精气神，砥砺精神品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孕育伟
大精神，只有勇于实践，推动精神世
界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有机融合，才能实现人自身精神
的坚挺和丰盈。

就精神的作用发挥来讲
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精神是以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尺度
衡量现实、提供目标和动力并规约主
体自我来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为中国精神固本强基和凝心聚力提供
了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化的规范、原
则、尺度、动力、目标。当前，应大力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的精神世界
建构。注重人的精神的感性和理性统
一的整体性培育，立足于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以国家、社会建设的目标和规
范的理性精神为主导，以爱国等情感
为理性精神实现注入动力，以理性精
神面向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与事情。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神问题的解
决，最终依赖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要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社会
发展的各个领域，建立健全承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和要求的制度体
系，引领社会体制机制变革，以规范、
引导、激励、惩戒人们行为的制度效
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规定的
价值秩序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积极
推动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更好地构
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省委党校（辽宁行政
学院、省社会主义学院）文化研究中
心。本文为2019年度辽宁省社科基
金委托课题“雷锋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L19WTB003）阶段性成果）

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
徐海峰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内学
习，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运行的
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尤为重要，党
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
党内政治生活正常进行的重要基
础。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
不同层次党员的理论水平不尽相
同，认识上必然产生差异。因此，
普遍的、系统的党内理论学习十
分必要。必须进行从个体到全
体、从个别到普遍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通过系统全面的学习，
真 切 感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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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
刻道理。必须在党内大兴学习之
风，使广大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
这一看家本领，充分发挥理论的
先导作用。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
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发现和解决
党内问题的有效形式。通过民主
集中制发现党内问题最为主动、
最为有效。发现党内问题是一个
发动党员、依靠党员“集众智”的
过程，是在党内充分践行党的群
众路线的过程。因此，必须大力
推进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
活民主化与党内政治生活积极性
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科学
推进集中，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战
斗性与党内政治生活凝聚力的良
性互动。民主集中制不是民主、
集中简单叠加，而是有机融合。
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集中
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民主是集
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民主的
指导和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缺
一不可。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充分
发扬党内民主，是促进党内政治
生活规范化的重要方法。健康
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是四平八稳
的“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在解
决不同意见分歧前提下开展积
极、有效的思想斗争。积极的思
想斗争是化解党内矛盾、增进党

内团结的有力武器，是党内政治
生活十分重要的内容。近百年
党的发展历史表明，党内政治生
活的发展历程，正是一个正确处
理、化解党内矛盾的过程。我们
党正是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逐
渐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路线方针
政策。今天，继续进行具有许多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
促使党员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
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敢于向
一切党性不纯、作风不正的言行
亮剑。通过严格的思想淬炼，达
到增进党内团结的目的。

严明党的纪律是党内政治生
活正常运行的有力保障，是确保
党内政治生活规范的根本保证。
近百年来，我们党的纪律在革命
实践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总
结、不断提炼、不断完善，实现了
党章党规的科学定位和发展，实
现了党内政治生活从革命实践到
革命理论的飞跃。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制定《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强调“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
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
治党”，这必将保证党内政治生活
更加科学、健康、规范地发展。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内政
治生活科学运行的内在要求和不
竭动力。党内政治生活的价值旨
归是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的团
结统一必须反对和克服一切错误
倾向。当前，在党内政治生活实
践中，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也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有
的党员干部或信仰缺失，或惰性
滋生……因此，必须与各种错误
倾向进行思想交锋、开展积极斗
争，彻底清除宗派主义、圈子文
化、码头文化在党内的恶劣影响，
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
到“两个维护”。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校党
建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
项目：17CDJ015阶段性成果）

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落到实处
杨蕾歆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揭示了中华
5000 年文明绵延不断的密码，以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重大意义，阐明了文化自信的
底气所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优
秀思想不仅在古代为世界文明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今天，依然对人类文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
必须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涵养文化自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中华
民族伟大精神是中华5000年文明绵
延不断的基因。在人类文明的长河
中，曾存在比中华文明时间更久远、地
域更广阔的文明，但只有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是唯一一个保持 5000 多年连
绵不断、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
的文明。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
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
神脉络”，“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
到今天的，支撑 5000 多年中华文明延
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
处的文化基因”。这种精神特质、文化
基因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
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破译了这
个密码。他强调：“中国人民在长期奋
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
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
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这种伟大民族精
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着伟大创造

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
伟大梦想精神。

伟大创造精神使中国人民敢于
发明创造，不但为世界提供了许多伟
大的思想巨匠、文艺作品，而且提供
了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等伟大科技
成果，更造就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奇迹。伟大奋斗精神使中国人民
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开发和建设
祖国大好河山，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伟大团结精神使中华民族团
结一心、同舟共济，克服分裂，打败一
切外来侵略，捍卫了民族独立和自
由，凝聚了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伟
大梦想精神使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美
好生活，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我们不但要在今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而且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这些伟大精神，铸就了
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价
值和独特优势，“是我们的骄傲，是我
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
气，也是我们风雨无阻、高歌行进的
根本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面对的独特实际和文化根
脉。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历史思维，始
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在历史大
视野中进行考察。在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
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 30多年的伟

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
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
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
的，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
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
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5000 年
文明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必须高度重视的独特实际。把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
实际不仅是当代的实际，而且包括历
史文化的实际。正因为这双重实际
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
上，不能照搬西方或任何别国道路，
而必须走自己的路。如果丢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割断精神命脉，
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就会在欧风美雨的不断侵蚀中失魂
落魄，出现文化认同危机，陷入文化
自卑之中。

实际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
克思主义具有诸多契合之处，如对美
好理想的追求，对民众力量的重视，对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倡导，等等。因
此，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
相结合，无论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是
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
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国现实，根植中国
大地，有利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构
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中华
文明走向现代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和
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
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

会相协调。
总之，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并不是外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根和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提升文化自信的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提
供了中国方案。当前，人类社会正面
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中心主
义、新自由主义不可挽回地走向衰
微。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
赤字、发展赤字”等严峻问题的出现，
使西方文化和所谓“普世价值”遭到
质疑。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
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
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正是在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和而不
同”“求同存异”“天人合一”等思想，
以及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
合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思想，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
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开拓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开
拓了一种新型全球化，引领了人类文
明新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提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再次展示
其极大的魅力与自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陈志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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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盘锦希望天承农牧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收购的盘锦希望天承农牧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
4475.23万元，其中本金3488.95万元，利息986.28万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抵押物为房
产、土地及在建工程，保证人为王承、王淑娟。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年10月2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沈阳兴隆一百商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收购的沈阳兴隆一百商业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为5620.66万元（利息计算截至2019年11月21日）。

债权资产：债权总额为5620.66万元，本金为4968万元，利息652.66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及抵押。保证人为辽宁
兴隆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李维龙、孙莹、沈阳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方式
为连带责任保证。抵押人为盘锦宝通实业有限公司、营口兴隆百货有限公司，抵押物为房产及土地。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年10月2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李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285/024-31880260 传真：024-31880303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