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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几乎在所有提及党的建设、
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时，都要谈
到共产党人的信仰、共产党人的理想、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将“信仰”作为本集主题，是为了
突出理想信念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部分：什么是信仰

主持人康辉：
学习思想，领悟经典，感受平语近人。欢迎

您收看《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我是主持人康辉。

首先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中国工商银
行和中国长城科技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当中有这
样一段，他说：“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
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
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
自垮。”这期节目的主题正是“信仰”二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仰有很多重要的论
述，也有很多精彩的用典。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解读，一起来领悟。现在让我们有请本期节目
的思想解读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黄一兵
研究员。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关于信仰，我想从一本书开始讲起，这本书

就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我想大
家都读过。读完这本书，我有个很深刻的感
受。这是一本励志的书，但同时，它更是一本讲
述苦难中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讲述信仰是怎
么炼成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上个世纪，年轻的习近平同志走进了上
山下乡的大军，磨难不仅没有压垮年轻的习近
平同志，相反磨炼了他的意志。坚定的信仰是
他苦难岁月中的“定海神针”，也是指明他人生
道路的航标灯塔。

习近平同志回忆说：“十五岁来到黄土地
时，我迷惘、彷徨；二十二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
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今天我们
就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了解信
仰，感受信仰，走近信仰。这一期节目我们交流
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信仰？第二
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有信仰？第三个问题是：如
何才能坚守信仰？

现在我们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信仰？《现
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这样的：对某种主义和主
张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
和指南。这个词义的解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毛泽东同志在一百年前写下的一句话。我觉得
这句话和现代汉语的词义“神契合”。这句话是
这样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
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同志写下这
句话的第二年，他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开始，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中，信仰变得具体而
明确；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一代又一代共
产党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下，马克思主义成为
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

关于信仰，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总书记原音短片一：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
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
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
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
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个
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

主持人康辉：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2016年7月1号，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的一段讲话。讲话当中他强调了理想信念
的重要性。总书记引用了一句古文：“志不立，
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句话是哪位古人说的？对
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又会有着怎样的启迪和教
益呢？

现在我们有请本期节目的经典释义人，河
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我们讲解。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这句话是明代

著名思想家王守仁所讲。王守仁有一个很有名
的另一个名字，叫王阳明。王守仁这句话出自
他的《教条示龙场诸生》这篇文章。“教条”就是
信条；“示”是宣示的意思；“龙场”指龙场驿，是
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今天贵州省的修文县；

“诸生”是指在龙场驿跟随王守仁学习的弟子。
所以，这篇文章它实际的意思是王守仁写了一
篇告示，教导所有在龙场驿跟他学习的弟子，要
必须遵守的几个信条。这几个信条中间的第一
条就是讲的立志。立志的第一句话就是讲“志
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那么王守仁为什么会在偏僻的龙场驿写了
这篇告示的呢？这个原因是缘自一封奏疏。原
来是明武宗继位以后，不理朝政，而把大权给了
当时的宦官刘瑾。所以，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
团就把持了朝政。这件事情引发了一连串的反
应。首先是顾命大臣、大学士刘健上疏，要求明
武宗罢免刘瑾。结果明武宗听不进去，反倒把
刘健免职了。

正是在这样一个近乎白色恐怖的朝堂之
上，当时任兵部主事的王守仁出来了。王守仁
就给明武宗上了一道奏疏，提出来要罢免刘瑾，

而且要处死刘瑾，所以这件事情更大程度地激
怒了明武宗。所以明武宗就下令，把他贬到今
天贵州省的修文县，也就是当时的龙场驿担任
驿丞，一个很低微的小官。

所以王守仁到了这里以后，就写了我们刚
才说的那篇公文。所以王阳明是一个把志向看
得非常重要的人。他12岁的时候，王阳明问他
的老师，天下第一等要紧的事是什么？老师认
真地考虑了一番告诉他，读书、科举、做官。王
阳明不认可。王阳明认为，天下第一等要紧的
事是做圣贤。所以王阳明从12岁就立下做圣贤
的壮志，他一生无论是在困境或者是在顺境之
中，他始终坚守这个理想，坚守这个信念，坚守
这个志向。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王阳明用他一生的思考和实践，告诉我们，

欲成大事者，必立大志。而这个“立大志”的背
后就是伟岸的信仰。

信仰并不是天生的。很多时候，信仰都是
一个选择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它成
为人们的信仰，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没有人是
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人们为什么要选择
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
它还是人民的、实践的、开放的。习近平总书记
形象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留学生的故事。这个

留学生可不一般，他所就读的大学是世界著名
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他还是一个标准的“富二
代”。他家良田广布。“广”到什么程度呢？有一
种说法叫作有着“鸦飞不过的田产”，就是说他
家的田地大到连鸦雀都飞不过去。他家所拥有
的雇农达到一千五百多人，而他们家的人口是
多少呢？也就是三十多人。也就是说五十多个
雇农养活他们家的一口人。大家可以想象，这
是怎样的一个大的家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家
族成长起来的人，却坚定地走上了为人类而解
放的道路，坚定地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人，
家乡的老百姓称他为“菩萨”，毛泽东同志称他
为“农民运动大王”。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著名革命家彭湃同志。

尽管革命的道路异常艰辛，但自从确立了
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彭湃就再也没有动摇
过。大革命失败以后，彭湃因叛徒出卖而被捕
入狱，但是他坚贞不屈，最后他为了信仰而从容
就义。牺牲的那一年，他仅33岁。彭湃用他短
暂而光辉的一生，完美阐释了什么叫作信仰。

那么，为什么要有信仰呢？我们来看一个
短片。

第二部分：为什么要有信仰

总书记原音短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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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话总书记一共六次用

典。今天，我在这里只解读其中的一条，也就是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建兴六年，也就是公元228年，诸葛亮给后
主刘禅上了一道章表，要求这个冬天再次北
伐。因为蜀汉始终以汉朝的正统自居，而公元
220年，曹丕已经称帝，所以北伐讨伐这个曹魏
政权就是蜀汉政权的一项政治任务。诸葛亮在
出发之前，给当时的后主刘禅写了一封章表，这
就是非常有名的《后出师表》。

在《后出师表》中间，诸葛亮讲了一段名言，
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
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意思是什么呢？我只能恭
敬地履行自己的使命，一直到死为止。至于这
个北伐战争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困难还是顺利，
这是我所无法判断的。诸葛亮的这个话，表达
了一代贤相为了国家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而
为了国家利益英勇献身的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

不光有诸葛亮，还有刚才总书记讲话中，我
们在小片中间看到的文天祥。文天祥有过一首
很有名的诗，叫《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
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
肯休。”这首诗同样地表达了他的献身精神。我
们要学习中华民族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的献身
精神。同时的话，还要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汲
取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正能量。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感谢王立群教授的精彩讲解。
古往今来，在关于信仰的追问中，“为什么

要有信仰”总是躲不过去的问题。现在我们谈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有信仰？说白了，就是在
问“信仰‘看不见’‘摸不着’有什么用”。实际
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并不是没有用的
东西，信仰就是滋养人生的阳光和空气。

为什么要有信仰？信仰是安身立命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信仰认定了，就要信上一辈子。
让我们走进太行山深处的山西省长治武乡。

这里地处太行山深处，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就坐落在这里。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生长着
一种白杨树。如果你将这种树的树枝切开，能

够清晰地看到一个五角星的形状。走在武乡街
头，人们会告诉你这种树叫“五星杨”。关于这
种树，有一个在一代代武乡人中流传下来的关
于信仰的故事。

在浴血太行的抗战间隙，八路军总司令朱
德曾经在八路军总部门前种下了一棵白杨树。
后来，这棵白杨树，在太行人民的精心照料之下
生长得枝繁叶茂。人们发现，这棵白杨树竟然
是一棵“五星杨”。从那个时候开始，当地就有
了这样的传说：为了表达抗战必胜的信心，朱德
把红军军帽上的五角星埋在这棵树下，这才有
了这种“五星杨”。传说是美好的，但是中华民
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征程，的确是共产党和八路
军用信仰和鲜血铸就的。

崔韶光同期声：“这个展柜里面有一双草
鞋，纪念馆开馆的时候，老人家就拎着这双草鞋
送来了”。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从那个时候开始，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第

一代讲解员崔韶光，就与这些革命文物结下了
不解之缘。她也以自身的亲身经历，延续着关
于坚守信仰的故事。

主持人康辉：
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

请到了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的第一代讲解员崔韶
光同志。掌声欢迎她！

崔韶光（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
解员）：

您好！大家好！
主持人康辉：
您接待过那么多的参观者，可能每一位参

观者，他们参观的时间有长有短，但是面对大
家，每一次您都会讲到的故事是什么？

崔韶光：
左权将军。
主持人康辉：
他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太行山区牺牲的我党

的最高将领。
崔韶光：
对，最高将领。左权将军牺牲的时候37岁，

是 1942 年 5 月反“扫荡”的时候，他在突围中为
了掩护我们的总部，他义无反顾留在了最后。
最后身负重伤，就牺牲了。那么他牺牲以后，到
1949年的时候，1949年的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换装了。然后我们60万的大军，东、西、中三
路往湖南走，就是围剿白崇禧。这个时候，我们
第四野的四十军的军长罗舜初，接到了朱德总
司令直接发给他的电报，就是绕道30公里到醴
陵去看望一个母亲。这个罗舜初就觉得，战事
这么紧急，绕道30公里要去看一个母亲？当他
到了醴陵的时候，才知道是要看望左权将军的
母亲。找到了母亲，母亲83岁了，病得很重。首
长搀着她站在大门口，满山遍野，中国人民解放
军齐刷刷地向母亲行着军礼。母亲说：“满崽
呢？”罗舜初一下就跪下去说：“我们都是您的儿
子。”第二天，二野的十三军、十四军、十五军浩
浩荡荡开进了醴陵，都去看望这个母亲。母亲
终于明白了，儿子牺牲了。她收到消息的时候，
儿子已经牺牲整整7年了。就请人给儿子写了
一篇祭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
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
何足惜。”左权将军为了他的信仰，舍去了母亲、
妻子、女儿，最后母亲、妻子都继承了他的信仰。

主持人康辉：
这是您每一次每一位同志去参观的时候都

会讲到的故事。
崔韶光：
都要讲。
主持人康辉：
因为它最集中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信仰的

力量。
崔韶光：
对，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主持人康辉：
后来您还一直在红色宣传的这个岗位上，

一直在向前走？
崔韶光：
在讲到第17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封信，

是一个老八路寄给我的。有三十四张卡片，他
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起积攒的，今天只带了几
张，您看这上面写的。

主持人康辉：
这是一首歌。
崔韶光：
对。一首歌，这上面有词，它说：新青年，为

民族谋解放。新青年，为大众作前驱。世界上，
无一片干净土，能披斩荆棘，能开辟榛芜，舍我
辈其谁？

主持人康辉：
这是当年青年人上阵杀敌，鼓励自己的歌。
崔韶光：
对。
主持人康辉：
当您拿到这些卡片的时候，您是不是觉得

一份责任和使命又回到了身上？
崔韶光：
对。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责任和使命就是

把他们的信仰、把他们的信念传下去，做一个优
秀的革命故事的讲述者和红色文化的传播者，
这就是我的信仰。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左权将军的故事以及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我去过很多次，也听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深受感
动。今天听了崔韶光同志的介绍，我更感到信
仰力量的伟大。

为什么要有信仰？因为信仰是经受考验的
精神支柱。

1936年2月，这一年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翻
越党岭山，遭遇暴风雪，沿途许多红军指战员
冻死在雪山上。在兵站战士掩埋烈士遗体的
时候，大家发现了一只攥紧拳头的手伸出雪
堆。拳头掰开，发现这个战士手里攥着的是一
本党证，党证里面包着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
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 年入党。这一块
银元毫无疑问，就是刘志海烈士向党组织交出
的最后一次党费。而就在几个月前，国民党召
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就发生了爱
国志士枪杀汪精卫的事件。亲历者回忆说，枪
响之后，所有的与会代表都一哄而散。之后，
在清理现场的时候，人们发现一个人，坐在附
近厕所的地上。于是，就问他：“你在这儿做什
么？”这个人回答：“在上厕所。”“那么你上厕所
为什么坐在地上？”他说，枪声一响，他害怕，瘫
坐在地上。“那么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是来
做什么的？”他说：“我是来开会的。”“那么你的
党证呢？你的会议证呢？”这个人说，枪声一响
由于害怕，他把党证和会议证都丢进了厕所
里。很多年之后，当年的亲历者都深深叹息：
在那个时候，在国民党风光无限的 1935 年，一
个党在这样一群人的领导下，失败也就不足为
奇。相反，长征却以“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
征”而载入史册，成为中国革命再次走向复兴
的转折点。

为什么要有信仰？因为信仰是夺取胜利的
动力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
量。中国共产党它的本是什么？是对马克思主
义的忠贞信仰。当年，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
仅仅一个月，就击溃了国民党“围剿”，取得了直
罗镇战役的胜利。这场战斗给曾任东北军总司
令的张学良以很大的震动和思考。他晚年回忆
说，为什么东北军会被击溃？因为共产党和红
军他们有信仰。每一个红军都有完全一样的信
仰。尽管他们知道，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并不会
在自己手中实现，但是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
代人为之持续奋斗，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
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会变成现实。

主持人康辉：
谢谢黄一兵研究员。正像黄一兵研究员所

说的那样，今天，只有人们真正地理解了那些革
命先辈他们纯粹的理想，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不朽
的牺牲。我想也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坚守的信仰。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还是请来了几位
高校的思政课老师。也特别想听听老师们，你
们谈一谈，在今天的思政课堂上，怎样让这些年
轻人也能够真正地理解先辈们，他们的牺牲和
信仰。我们请这位老师。

付丽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我体会和“00后”谈信仰最大的困难，可能

是如何让信仰落地。就是在2019年的10月份，
我的课堂上，迎来了几个特别嘉宾。他们都是
我们北航2018级的本科生，但同时他们还有一
个特殊的身份，就是他们是参加我们新中国成
立70周年庆祝大会群众游行第9方阵的成员。
有一个学生的分享让我们很受感动。他说是在
第一次到天安门广场上合练的时候，那是他第
一次看到了国家领导人的巨幅画像。他说我就
看到老人家凭栏而立，远远地望着我们，他就突
然心生感慨。他想当年筚路蓝缕，那么艰辛推
着我们整个国家往前走。今天，我们推着他看
看今天的中国。所以当时在场的学生都很是动
容。我理解我们思政课和其他课程的不同之处
在于，它的议题是随着学生的成长不断发展变
化的，所以学生的思考不会因为课程的结束而
结束。所以我们应当让学生带着思考离开，让
他们再带着感悟回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
正体会到自己作为新时代青年，他们作为“00
后”肩负的责任。谢谢大家！

主持人康辉：
谢谢！思政课是为年轻人立根塑魂的重要

课程，而只有年轻人把这个根和魂立住了，只要
年轻人有了坚定的信仰，才能够成材，才能够实
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再来听一听总书记的话吧。

第三部分：怎样才能坚守信仰

总书记原音短片三：
“身之主宰便是心”“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

穹”，这是龚自珍讲的。“本”在人心，内心净化、
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对共产党人来讲，动摇
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失了宗旨，就可能在“围
猎”中被人捕获。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才
能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

经典释义人王立群：
刚才我们听到的总书记的讲话，是在 2016

年1月12日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间，总书
记引用了龚自珍的两句诗，“不能胜寸心，安能
胜苍穹”。

龚自珍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的诗人。龚
自珍生活的时代是处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龚
自珍出生的时候是在乾隆末年，也就是康乾盛
世的末年。

道光七年，龚自珍在北京写了一组诗。这
一组诗全部是古风。所谓古风，就是相对于平
仄格律非常严整的格律诗来说的。他一共写了
15首古风，题目叫《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
漫不诠次得十五首》。这个题目是什么意思
呢？这个题目很长，就是说从道光七年的春天
到秋天，他在北京城里边有很多感触，他把自己
的感触拉拉杂杂地写下来了。当然这个“拉杂”

是一个谦称，龚自珍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诗人。
他说我拉拉杂杂写了很多诗。然后把这些诗，
没有按照一个什么逻辑顺序编起来，所以叫

“漫不诠次”。最后得了多少首？得了十五
首。其中的第一首就有两句：“不能胜寸心，安
能胜苍穹。”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古人认为，人的这
个心是管着思考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是错误
的。我们今天知道，思考是在大脑中间完成的，
心脏是一个供血器官。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
仍然沿用了古人把心当作思维器官的这样一种
功能的使用。所以，在龚自珍这首诗中间，就写
下来这么非常有名的两句。“寸心”是指心之小，

“苍穹”的本义是指天空，是指天之大。那么大
的一个客观世界，靠什么去战胜它？去掌握
它？靠心。只有能够战胜自己心中的欲望，只
有能够正心养性，才能够战胜客观世界。只有
你的心正了，百毒才不会侵身附体。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信仰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易坚守。
现在我们谈第三个问题，如何才能坚守

信仰？
首先，坚守信仰离不开理论武装和理论

坚定。
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的理

论来武装头脑。事实上，真信的基础是真懂，只
有持续不断地学习，刻苦地学习，我们才能真正
地做到“学以成信”。

从青年时代起，习近平总书记就酷爱读书，
特别是马列经典著作以及各个时期、各个种类
国内外名著。不管是在怎样的境遇下，不管是
在什么样的岗位上，习近平同志始终把读书学
习作为了解中国社会，培养理想信念的一个重
要的途径和方法。

曾经陪同习近平同志调研的人员回忆说，
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到寿宁调研时，就要求把《寿
宁县志》找来认真阅读。这还不够，他又请人找
来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任寿宁知县时所撰写的那
本自传体县志，对照着看。以后每次到寿宁来，
晚饭后他必到书店，去看一看，找一找，买下几
本自己喜欢的书。

一同调研的同志总忍不住地问：白天调研
这么辛苦，为什么还要加班看书？甚至看那些
枯燥无味的县志？习近平同志说：“一县之志就
是一县之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学县志就是
学当地的人文历史；尊重县志，就是尊重人民群
众的首创精神。历史记载，有正面的，也有反面
的，可供后人借鉴。”

坚守信仰还要做到忠于信仰，矢志不渝。
追求信仰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艰难
困苦，越能够检验信仰的韧性和纯度。我们来
认识一个人。

钟扬是复旦大学的一名植物学家。如果把
钟扬的人生精简成两个字，那就是“西藏”。

为了实现把青藏高原的植物种子都收集起
来的梦想，钟扬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收获
着实现梦想的喜悦，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

钟扬同期声：“高原反应差不多有17种，像
呼吸困难，像头疼欲裂。”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青藏高原海拔6000米以上是人类难以生存

的区域，而为了心中的信仰，钟扬却一次次跨越
自然极限，在海拔6100米的高度不仅采集到了
西藏特有的一种植物种子，而且还创造了中国
植物学海拔采集高度的新纪录。

扎西次仁（西藏高原生物研究所种质资源库
主任）同期声：“这个就是拟南芥的种子，跟钟老
师一起在雅鲁藏布江流域采到的，生命周期非常
短，深入研究以后发现，这是一个新的生态型。”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超越海拔6000米，抵达植物生长的最高极

限，跋涉16年，钟扬把自己的论文写满青藏高原。
2017年9月，钟扬在出差途中不幸遭遇车祸

去世。
钟扬同期声：“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

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
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
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

思想解读人黄一兵：
纵观钟扬的一生，无论是在绿树成荫的校

园，还是在人迹罕至的高原，钟扬追逐梦想的脚
步从未停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什么他
能够如此坚定执着，我想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
他心中充满了崇高的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
望，国家有力量。100年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前行的足迹，构成了
我们这个国家为强大而探索的心灵史，也构成
了我们这个民族为复兴而奋斗的信仰史。100
年来，真理之光和信仰的光芒交相辉映，让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群星璀璨，照亮了中国历
史的天空，也照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谢谢大家！

主持人康辉：
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思想解读人黄一兵研

究员和经典释义人王立群教授带来的精彩讲解。
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重温、一起诵读

经典篇章，我们再一次去感受信仰的力量！
【经典诵读环节】
《扬子江》
文天祥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转自2021年2月20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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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寸心者胜苍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