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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美则
爱，爱则传”，善用比喻是“习式语言风格”
广受欢迎的秘诀之一。《三十讲》中，妙喻迭
出，俯拾皆是。

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月。中国梦是
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素来具有伟大
梦想精神，即使近代以来饱尝屈辱，也始终
怀揣民族复兴梦想。正因为如此，第三讲中
打了一个比方：中国梦不是镜中花、水中
月，不是空洞的口号，其最深沉的根基在中
国人民心中。中国梦的深厚源泉在于人民，
中国梦的根本归宿也在于人民，只有同中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
功。

中国共产党是“众星捧月”中的“月”。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
位，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
个突出特点。第七讲中，一个妙喻对这个问
题讲得非常生动：这就像是“众星捧月”，这
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若没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
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
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中国对外开放拒唱独角戏。“一花独放不
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人始终认为，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
好。第十四讲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
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
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
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

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彰显
的正是中国智慧、中国价值。

民主不是装饰品。第十六讲中有个论断
鲜明有力：“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
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

的”。作为装饰品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民主。
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
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
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就是作为“装饰品”
的民主。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把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
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
理政。

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做大“蛋
糕”和分好“蛋糕”，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
题。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首先就要努力做
大“蛋糕”，因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实现社
会公平正义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是基
础，但并不是说要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解
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还要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二十讲对此进行了生动
说明。

为子孙后代留下“绿色银行”。“可大”
“可久”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品格。不仅要中国
好，还要世界好，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

“可大”方面的体现；不仅要当代好，还要子
孙好，这是可持续发展在“可久”方面的体
现。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十二讲
中，“绿色银行”概念对此进行了说明。打造

“绿色银行”，就要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
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让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成为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使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
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

讲了什么，怎么讲的？
本报记者 陈振凯 肖伟光

放在面前的，是一本黄色封面、看似普通的新书。近期以来，这本书
走上了不少领导干部案头。有人为及时买到此书，曾陆续跑了多家书店，
发现此书脱销。

它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简称 《三十
讲》）。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除了学习“原文

原著”，也要“用好 《三十讲》 这一重要辅助读物”。在此书面世之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等“原文原著”已经发行，并深受欢迎。

《三十讲》，讲了什么，有什么风格？
本报记者通读全书发现，内容上，《三十讲》以“八个明确”和“十四

个坚持”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据，分三十个专题。风格上，本书深受习近平总
书记原文原著影响，善用古典名句、经典妙喻。

妙喻

既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三十讲”，了解 《三十讲》 之
前，有必要了解这一思想。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
被写进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的宪法修正案， 将这一思想载入宪法。这
标志着，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
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八个明确”概括了
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八个明确”包括“明
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

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八方面内容。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概括为

“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包括坚持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等十
四个方面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指导思想层面的表述，在行动
纲领层面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
略。

《三十讲》，分三十个专题。第一讲和第
三十讲首尾呼应，开篇介绍思想概要，尾篇
强调用思想武装全党，分别关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

第二讲到第二十九讲，分别关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历史性、根本性的变
革和成就，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
全面深化改革，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新征程，高质量发展，全面开放新格
局，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治理格
局，美丽中国，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
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把党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

这些话题全面、系统、深入阐释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

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
这三十个专题，每专题最少 3 节，最多

8 节。如，第四讲“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
根本性的变革和成就”，只有 3 节：全面把
握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和历
史性成就；深刻理解历史性成就是全方位
的、开创性的，历史性变革是深层次的、根
本性的；充分认识取得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
成就的根本原因。第二十九讲“努力掌握马
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共 8
节，分别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战略定
力、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全面协调、坚持底
线思维、坚持调查研究、坚持抓铁有痕、坚
持历史担当 。

习近平总书记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他常在讲话著文时，精当引用古典名句。

《三十讲》 同样有这个风格，使用了总书记
引用过的大量名句。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出自魏徵 《谏太宗十思
疏》。意思是，要使树木长得茂盛，必须稳固
它的根部；要想水流流向远方，必须疏通它
的源头。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
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时，第二讲提及这
一名句。书中同时指出，“找到一条好的道路
不容易，走好这条路更不容易”。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语出
《孟子》。这是中华民族始终崇尚的品德和胸

怀。第三讲关注中国梦，谈到中国梦与世界各
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引用这一千古名言。
书中还指出：“中国梦是奉献世界的梦。中国
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福祉。”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
国，则一国治。”王安石 《周公》 中这句论
断，出现在第十七讲。本讲的主题是加快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谈到加快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时，书中巧妙用到这一
名句，并展开论述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首要的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人民

才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
定。第二十讲引用 《尚书》 中这一名言，进
而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党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

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们党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根本
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在本讲中，还
引用了“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天地之
大，黎元为先”等名句。本讲的主题是，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乱。”《周易》 中这句古训，被第二十三讲引
用。本讲关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
安全是安邦定国重要基石，保证国家安全是
头等大事。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复杂多变
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种情况必然要求
居安思危，安而不忘危。同在本讲，本书还

引用 《西游记》 中的“单丝不线，孤掌难
鸣”强调，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
持续的新安全观，同心协力应对各种问题，
才能实现共享正义尊严、共享发展成果、共
享安全保障。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出自 《三国
志》。 聚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二
十六讲，谈到坚持交流互鉴时，引用了这一
名句。书中同时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
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多样
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优越。

结构

名句名句

《三十讲》封面 《三十讲》目录 （部分） 《三十讲》“听书”页面《三十讲》“听书”页面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
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
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
法，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

“桥或船”的问题，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二十九讲，从八个方面阐释。
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基础在

于搞清楚“实事”，关键在于“求是”，根本
在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方法在于不断解放
思想。这就要求既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
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注重在实践中发现和认
识规律，又将来自群众的真理性认识转化为

群众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注重在实践中遵
循和运用规律。

坚持战略定力。缺乏足够战略定力，就
容易出现心理上患得患失、行动上犹豫不
决、战略上摇摆不定，就容易随波逐流、进
退失据，乃至丧失行动能力，错失发展机
遇。坚持战略定力，就要一以贯之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在制定政策时冷
静观察、谨慎从事、谋定后动，就要在复杂
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平心静气、静观其变，就
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坚持问题导向。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
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
现实问题。要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
题，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敢于触

及矛盾、长于解决问题，不断有效破解前进
中的各种难题，不断开创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新局面。

坚持全面协调。全面协调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当
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要坚
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

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
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好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重大关系。

坚持底线思维。“人无远虑，必有近
忧。”坚持底线思维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个重
要战略策略，也是一个很紧要的领导艺术。
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
多。要把底线思维贯穿工作始终，增强忧患
意识，宁可把形势想得更复杂一点，把挑战
看得更严峻一些，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思想
准备。

坚持调查研究。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政方
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工作部署，提出了一
系列重大举措，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正确

的贯彻落实离不开调查研究，这就需要正确
开展调查研究、经常开展调查研究。

坚持抓铁有痕。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
领。反对空谈阔论，强调真抓实干，始终是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要发扬钉钉子精
神，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到真抓实干，以身
作则带领群众把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做好。

坚持历史担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鲜明理论品格，就是思
接千载、视通万里，坚持把历史、现实、未
来贯通起来，对重大问题、战略问题作出深
刻的历史比较和分析，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担
当精神。坚持历史担当，就要先之劳之、率
先垂范，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不断增强
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进取意识。

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