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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5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6 课程贯彻十七大 精神, 主要 是从历 史角度 回顾和总 结中国 近现代 历史
进程及其规律, 使学员了解国史、国情, 深刻领会和把握 中国特色 社会主 义道路 的历史 依据、成功 实践及 理论
渊源; 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 色社 会主义 理论 体系; 深刻 认识 / 解放 思想 是发 展中 国特 色社 会主 义的 一大 法
宝0; 深刻认识改革开放三十 年的历史进程及宝贵经验; 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团结带领人 民建设中 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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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Problems of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n the Course of / Compendium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0
HE Min LI Guang- hui
( College of H 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 Changsha 410074, China)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s mainly to retrospect and summarize the course
and laws of China. s modern history,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profoundly comprehend and
grasp the historical basis, successfu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origin of socialis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eply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historical course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30 year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eply understand that 0 emancipating the mind is a magic weapon to develop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0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ll along the strong nucleus which unites and leads the people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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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近现代史 纲 要6 课 程, 在教 学中 贯彻 落实 十七
大精神, 对于激励 军校 青年学 员弘 扬党和 人民 军队 的优良
革命传统, 坚定不移 地走 中国 特色社 会主 义伟大 道路, 深

一、深刻认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刻领会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 理论体 系, 有效 履行 新世 纪新阶
段我军历史 使命, 具 有重 大的 意义。作为 军校 本科 生公共

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 的科学内 涵、历史

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 5中国 近现代史纲 要6 课程史
实性和实践 性较 强。本课 程贯 彻十七 大精 神, 主要 是发挥

依据 、实践基 础和理 论渊 源, 深刻 理解中 国特 色社会 主义
是当代中国发展 进步 的旗帜, 是全 党全国 各族 人民团 结奋

历史课程的 特殊作用, 从历史 角度 回顾和 总结 中国 近现代
历史进程 及其 规律, 使 学员了 解国 史、国情, 深 刻领 会历

斗的 旗帜。只 有中国 特色 社会主 义才 能发展 中国、富 强中
国。使学员从丰富 的历史 事实 中深 切领会 十七 大精神 的丰

史和人民是 怎样 选 择了 马克 思 主义、选 择 了中 国 共产 党、
选择了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 道路, 特 别是深 刻认 识中 国特色

富内 涵和重大意义, / 始终保持对马 克思主义、对 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 定信念0 , 增强学

社会主义道 路的历史 依据 及成功 实践, 努 力把 握十 七大的
主题。帮助学员树立 正确 的历 史观和 价值 观, 增强 高举中

员投 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 和中 国特色 军事 变革的 动力
和信 念, / 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推动 党和人民事 业取得新

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的更 大胜利提供强大力量0 。
在教学中, 一 要着 重讲解 中国 近代农 民阶 级、地 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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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洋务派和资产阶级维 新派在 探索 国家和 民族 出路 问题上
的早期探索, 引导学 员认 识其 在变革 中国 社会、促 使民族
觉醒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同时启发学员分 析其缺陷与 不足。
重点分析中 国民族资 产阶 级的局 限性, 阐 明在 中国 发展资
本主义事实上是根本 行 不通 的, 加深 理解 / 只有 社会 主义
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0 。二 要重点引导
学员认识辛亥革命建立 资产阶 级共 和国在 近代 中国 发展问
题上的重大 历史 意义。从 对辛 亥革命 失败 原因的 剖析, 使
学员认识到 辛亥革命 的软 弱性和 不彻 底性, 明 确资 产阶级
共和国方案 在中国行 不通, 要 重点 启发学 员认 清建 立人民
共和国, 通过新民主 主义 走向 社会主 义, 是中 国民 主革命
的必然趋势, 是历史 和人 民的 必然选 择。三要 讲解 社会主
义改造和实 施过渡时 期总 路线伟 大成 就, 要帮 助学 员明了
/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 是在以毛泽东同 志为核心 的党的第一
代领导集体 创立毛泽 东思 想, 带领 全党全 国各 族人 民建立
新中国, 取得社会 主义 革命和 建设 的伟大 成就 以及 艰辛探
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 上进行的0 。四要
重点讲解党 的十一届 三中 全会以 来改 革开放 的历 史, 使学
员明确 / 从那时以来, 中 国共 产党 人和 中国 人民 以一 往无
前的进取精 神和波澜 壮阔 的创新 实践, 谱 写了 中华 民族自
强不息、顽 强奋进 新的 壮丽史 诗, 中国 人民 的面 貌、社会
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 共产 党的面 貌发 生了 历史性 变化0 。
引导学员正确认识 / 改 革开放 是党 在新的 时代 条件 下带领
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0, 深刻认识 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历史 的选 择、人民 的选 择和时 代的 选择, 坚 定高举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 大旗 帜, 走中 国特色 社会 主义 伟大道
路的坚定信念。

二、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 / 三 个代 表0 重 要 思想 及科 学 发展 观,
坚持和发展 了马 克思 列宁主 义、毛泽 东思 想, 凝结 了几代
中国共产党 人带领人 民不 懈探索 实践 的智慧 和心 血, 是马
克思主义中 国化 最新 成果, 是 党最可 宝贵 的精神 财富, 是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在教学中, 通过讲解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0 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 展观的形 成过 程, 明确 中国特 色社 会主 义理论
体系坚持了 马克思主 义的 基本原 理, 是马 克思 主义 中国化
的最新理论 成果, 是 与马 克思 列宁主 义、毛泽 东思 想既一
脉相承, 又 与时俱进 的理 论 体系。深 刻认 识 / 改 革开 放以
来我们取得 一切成绩 和进 步的根 本原 因, 归结 起来 就是开
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 义道 路, 形成 了中国 特色 社会 主义理
论体系, 使学员深 刻理 解 / 在当 代中 国, 坚持 中国特 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 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 义0。 从而进一步
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 理论体 系的 信仰, 增 强贯 彻科学
发展观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三、深刻认识 /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0
在教学中要以正 反两方面的 丰富史实 阐述实 事求是 与
解放思想的关系, 深刻领会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 线的本质
要求。要重点介绍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和我党思想 路线的形
成历史, 讲清解放思想、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必 要
性、艰巨性和曲折历程, 深刻理解 /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 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0。通 过讲述 党的思 想路线 的形成 过
程, 引导学员认清立足中国国情、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 的
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加深 对 /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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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本质要求0 的理解, 深刻认识 /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
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 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 运, 才能
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0 。

四、深刻认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
进程及宝贵经验
要以历史事实说明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特 别是改 革开放
以来 , 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在教学中 , 要强 化新 时期 社会主 义现 代化建 设实 践的
教学 , 深刻理 解我们党在改 革开 放的 历史 进程 中 / 加 快实
现现 代化、巩 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 宝贵经 验0。要补 充鲜活
材料 讲述中国特色社 会主 义建 设的 伟大 成就, 深 刻理 解改
革开 放 / 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 力, 实现 国家现代 化,
让中国人民 富裕 起来, 振 兴伟大 的中 华民族; 就是要 推动
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自 我完善 和发 展, 赋予 社会 主义新 的生
机活 力, 建设 和发展 中国 特色社 会主 义; 就是 要在引 领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 中加 强和改 进党 的建 设, 保持 和发展 党的
先进 性, 确保 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0 。
以史为鉴, 通 过反 思和总 结历 史, 明确 十七 大精 神是
对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 设指导 思想 的新 发展, 开 辟了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新 境界, 从 而自 觉牢固 树立 和全面 贯彻
落实科 学 发展 观, 在 新世 纪 新阶 段, 要 / 继 续 解放 思 想,
坚持改革 开放, 推 动科学 发展, 促 进社 会和谐 , 为夺 取全
面建 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0。

五、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教学中 , 一要通 过讲述马克思 主义在 中国广 泛传播
的原因及史实, 阐 述马克 思主 义成 为中国 革命 指导思 想的
重大意义, 即指导 中国革 命运 动驶 入了科 学社 会主义 的正
确航 程。通过 着重说 明中 国共产 党创 建的显 著特 征, 帮助
学员 正确认识我们党从成 立始 就面 临着把 科学 社会主 义基
本原理和中国具 体实 际相结 合的 重大 任务。通 过讲述 中国
共产党成 立的 历史特 别是 党的宗 旨、任务, 深刻认 识 / 我
们党 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 担当 起带 领中国 人民 创造幸 福生
活、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0 。二要从 国共双方
的政 治目标中引导学员认 识中 国共 产党的 建国 主张是 解决
中国发展问题的 唯一 正确道 路, 并 通过讲 解中 国革命 胜利
的基 本经验, 使学员 深刻 理解不 断加 强党的 建设, 推 进党
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性。三要通 过改革开 放 30 年的
实践, 使学员明确 中国共 产党 始终 是团结 带领 人民建 设中
国特色社会 主义 的领导 核心, 教 育学 员提高 军魂 意识, 努
力实践科学 发展 观, 积极 投身中 国特 色的军 事变 革, 为中
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重要保障。
通过教学, 使 学员 明确中 国共 产党始 终把 实现 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 大人民 的根 本利 益作为 党和 国家一 切工
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 人民、
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 始 终是 中国 特色社 会主 义事业 的坚
强领 导核心, 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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