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12/2016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时政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03/c102420655810.html 1/5

帐号 密码  选择去向  | 注册

打印 网摘 纠错 商城 分享 推荐 人民微博    503 字号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
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013年3月1日）

习近平

2013年03月03日04:2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

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

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

学习。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

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

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庆祝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同时举行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

学期开学典礼。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已不再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了，但我对中央党校很有

感情。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是一件大事。无论从党的事业发展还是从自己的感情上说，

我都很高兴同大家一起庆祝这件大事。

　　中央党校1933年创办于中央苏区，延安时期初具规模，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党校得到很大发展。80年来，中央党校为我国革命、建

设、改革事业培养了大批领导干部，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作出了

重要贡献，为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80年来，中

央党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突出党校教育特色和优势，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积累

了丰富办学经验。我们庆祝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就是要发扬党校的光荣传统，为加强

干部教育培训、推进党的理论建设，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关于中央党校工作，我任校长期间已讲过多次。去年，我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作

了内容全面的讲话，今天想专门谈谈学习问题。这个问题以前也讲过，今天之所以还想

再讲讲，是因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

　　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习，这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一条

成功经验。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总是号召全党同志加强

学习；而每次这样的学习热潮，都能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实现大发展大进步。改革开放伊

始，党中央就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

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

习。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学习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这是由我们面临的形势

和任务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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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

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我们长期努

力解决但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或者是有新的表现形式的老问题，但大量是新出现的问

题。新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出现，而且多数又是我们过去不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出现这

样的状况，是由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引起的。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不论

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

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

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

　　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把握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我们的本领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党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

斗取得的。想一帆风顺推进我们的事业，想顺顺当当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那是不可能

的。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风险、挑战肯定还会不断出

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它们、战胜它们、驾驭它们的本领。

　　从总体上看，与今天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本领有适应的一

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特别是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我们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

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如果不抓紧增强本领，久而久之，我们就难以胜任领导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问题。

当时，党中央曾明确指出，我们的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

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

了。我们现在是不是也面临这样一种状态呢？我看是的。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

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

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

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

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

用。我看这种状态，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因此，全党同志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都要努力增强本领，都要一刻不停地

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

　　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

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

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

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

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

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

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

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

来。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

　　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出发，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

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既然我们都是领导干部，都担负着党和人民交付的职

责，就要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质量。从

这个角度讲，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

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仕，而仕

者必为学”。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

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

的困境，才能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否则，“盲人骑瞎马，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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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深池”，虽勇气可嘉，却是鲁莽和不可取的，不仅不能在工作中打开新局面，而且有

迷失方向、落后于时代的危险。

　　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

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

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

　　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

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

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

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只有

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

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

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

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

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不掌握这些，你根据什么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呀？就很可能会

在工作中出这样那样的毛病。各级领导干部还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

爱国。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

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

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领导干部要结

合工作需要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

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

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

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领导干部还应该了解一些文

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

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

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

辱、辨是非。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

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领导干部学习，要正确把握学习的方向。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学习就

容易陷入盲目状态甚至误入歧途，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无所适从，就难以抵御各

种错误思潮。没有正确方向，不仅学不到有益的知识，还很容易被一些天花乱坠、脱离

实际甚至荒唐可笑、极其错误的东西所迷惑、所俘虏。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的水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反对学习和工作中的“空对

空”。战国赵括“纸上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务”的历史教训大家都要引为鉴戒。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

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

学、学用相长，千万不能夸夸其谈、陷于“客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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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专题

　　兴趣是激励学习的最好老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

是这个道理。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

到好学乐学。有了学习的浓厚兴趣，就可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变“学一

阵”为“学一生”。学习和思考、学习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的，正所谓“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你脑子里装着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了，想把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去学

习，就会自觉去学习。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要善于

挤时间。经常听有的同志说自己想学习，但“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习”。听上去好像

有些道理，但这绝不是放松学习的理由。中央强调要转变工作作风，能不能多一点学

习、多一点思考，少一点无谓的应酬、少一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也是转变工作作风的

重要内容。群众说，现在，有的干部学风不浓、玩风太盛。这样“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是不行的！是要贻误工作、贻误大事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僵

化、庸俗化。学习需要沉下心来，贵在持之以恒，重在学懂弄通，不能心浮气躁、浅尝

辄止、不求甚解。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哪怕

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积跬步

以至千里。

　　总之，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

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

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最后，祝同志们不断取得丰硕的学习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责任编辑：刘军涛、沈阳)

习近平活动报道集

http://tv.people.com.cn/n/2013/0302/c61600-20651679.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105667/10575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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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点

今年老年人口将突破两亿

江苏常州市长离任网上发表公开信与市民告别

全国人大代表官员比降至35% 申纪兰连任1…

首部老龄事业发展蓝皮书发布 老龄化带来新挑战

东莞15秒形象短片为自己正

名:不是“性都”(图)

60后省部官员集中亮相人代会

北京今年将首启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

最高法:宽严相济并非"花钱买命赔钱减刑"

广东省政府部署严查入粤重金属镉超标大米

山西大同县成小康县16年后

为获资助主动“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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