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 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摘自：人民网－人民日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

念刘少奇同志诞辰 120周年，缅怀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

不朽功勋，追思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

幸福不懈奋斗的光辉生涯，学习和继承他的崇高精神风范，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继续奋斗。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

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

员。 

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

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紧密相连。他为中国革命和建

设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

教育、外交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立了卓著功勋，受到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 

1898年，刘少奇同志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炭子冲。在他

的青少年时期，中华民族正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

人民流离失所、国家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况令人痛彻心扉。刘

少奇同志青年时代就立下拯救民族危难的远大志向，积极投

身反对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写

下了“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在五四爱国运动洗礼

下，他走上探索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在 1920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

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政治经济学》

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

中国”，这年冬天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刘少

奇同志把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事业。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少奇同

志在工人运动和党在白区工作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1922年

春天，刘少奇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回国，参与领导闻名全国的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

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

信。他组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

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成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

旗帜，刘少奇同志也因此成为我国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和主要

领导人之一。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同志参加领

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

代表。他先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北平、天津、哈尔滨

等地领导党的地下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披荆斩棘开展工

作，同党内“左”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他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长征，在遵义会议上坚定支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

主张。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往民

族救亡浪潮高涨的华北地区。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建立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算“左”倾关门

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迅速恢复和发展党在华北地区的组

织，实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性转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少奇同志屡次临危受命，先后担任

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原局书记、华中局书记，领导在三

大战略区发展党组织、开辟根据地、壮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

武装。他坚定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

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出色完成

党交付的重任。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同志临危受命，出任新

四军政委，同陈毅等同志一起，重建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

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为把新四军建设

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铁军作出重大贡献。刘少奇同志受毛泽

东同志委托，指导山东建立统一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调整

策略方针和各方面政策，使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局

面。 

1943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到延安，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

延安整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筹备党的七大。他撰写的《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丰富了党的建设

理论，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

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出完

整概括和系统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

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

族至遥远的后代”。他说：“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

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

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

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

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

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

同志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在形势急剧变化的重要关头，主持



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东北实施“让

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部署，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奠定了基础。他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

大纲》，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

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刘少奇同志投入极大精力

参与领导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解放战争

胜利提供了坚实物质力量和群众基础。他受毛泽东同志委托

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比较完整的新中国经

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的设想，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

中国建设蓝图作了重要理论准备。他领导成立的华北人民政

府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基

础。他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完成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

命，使新中国能够较快争取到国际上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

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同志长期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他

主持制定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指导全国农村消灭了几千年的

封建土地制度。他参与制定宪法，为新中国宪法制定和实施

作出贡献。他参与我国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审

议、实施，使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明确方向和目标。他是新中

国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用很大精力建立健全人民

代表大会这个崭新的制度，主持制定一大批重要法律法规，

为新中国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刘少奇同志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

路，强调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

进行建设。在党的八大上，他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科学

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基本建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强

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



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他

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充

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他高度重视社

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高度重视由分配

和物质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高度重视由官僚主义作风

引发的干群矛盾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见解。在国家经济困

难时期，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决支持和指导实施“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他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许多指导意见，认为如果

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就会破坏生产力，主张在农业生

产中实行同产量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在企业领域倡导试办托

拉斯，提出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提议改革物

资管理流通体制，等等，这些重要意见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

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借

鉴。 

刘少奇同志为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

固党的执政地位作出了重要建树。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共

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要求“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

斗争”，提出发展党员“宁可数量少一些，但要保证质量”，

强调“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如果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

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一个胜利的战斗”，提醒警惕执政掌权后

干部的变质腐化问题等，为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自身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作了积极探索。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

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艰难的时刻，

他仍以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向党中央建议“尽早结束‘文

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坚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



的”。人民书写的历史是最公正的。1980 年，党的十一届五

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高度评价刘少奇同志的光辉

一生。刘少奇同志的英名和功勋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同志们、朋友们！ 

刘少奇同志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奋斗，在我们党的历史

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少

奇同志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 

刘少奇同志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的光辉榜样。共产党

人坚持的初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就是对党

和人民事业的永远忠诚。刘少奇同志说：“一个人，特别是

一个党员，为了党，为了社会进化与人类解放，为了千百万

劳苦大众的共同长远的利益而奋斗到底，直至终身，甚至牺

牲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他还强调：“一个共产党员，

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不能够把自己个人的利益绝对地无条件

地服从党的利益，是考验这个党员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和

共产主义事业的标准。”刘少奇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在白色恐怖下，他两次被捕入狱，面对严酷考验，他

正气凛然、坚贞不屈。他在党内多次受到“左”倾错误的排

斥，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刘少奇同志 50岁生日的时候，

朱德同志在一首诗里称赞他：“真理寻求得，平生能坚持。”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艰难的时刻，他仍然誓言“一个

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心中有信仰，行动有力量。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

就要牢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统一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守共

产党人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刘少奇同志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光辉榜样。刘少奇

同志说：“我们党从来就不害怕指出与批评自己的缺点或错

误。过去的一切缺点与错误，都将成为我们今后争取胜利的

教训。”“真理是最可靠的”。他还说：“必须把树立实事

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针对那些弄虚

作假、欺上瞒下的歪风邪气，刘少奇同志严厉批评说，这“不

但是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也不止是党性不纯

的表现，而且是丢掉了共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

是丧失党性的表现”。刘少奇同志一生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

观点，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也鼓励

别人讲真话。他一生为真理而奋斗，凡符合实际的，符合人

民利益的，他就坚持；凡经过实践检验不符合实际的，他就

勇于在工作中加以改正。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党

和人民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今天，我们学习刘

少奇同志，就要始终实事求是，勇于直面问题，随时准备坚

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把党

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

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让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

量。 

刘少奇同志是敢于担当、勇于创造的光辉榜样。刘少奇

同志说：“共产党员的精神，是积极上进的精神、独立创造

的精神。”“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

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



他还说：“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

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刘少奇同志在革

命紧急关头，总是不避艰险，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

担子。1936年初，党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去北方局工作，有同

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他果

断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负

责中央一线工作，领导克服困难的斗争。面对各种复杂险峻

的形势，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在复杂的环

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提出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 

共产党人必须做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担当者，敢于担

当责任，勇于直面困难。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

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面对大

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

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

争。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以强烈的使命感，担当起该担当的

责任，跟上时代要求，跟上实践要求，跟上人民要求，创造

性开展工作，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刘少奇同志是勤于学习、知行合一的光辉榜样。刘少奇

同志说：“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

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

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他还说：“一

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

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

识，这也是不可能的。”针对革命胜利后一些人骄傲自满，

认为不读马列主义的书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糊涂认

识，他说：“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



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

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刘少奇同志善于向书本

学习，善于向实践学习，更善于把这两方面的学习结合起来。

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

际相结合，对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

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

度，用来指导实践发展。刘少奇同志观察问题深刻透彻，分

析事物鞭辟入里，揭露矛盾尖锐泼辣，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的可贵品格。刘少奇同志深刻总结和提炼我们党领

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总结和提炼我们党治党治国

的历史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理论贡

献。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推动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今

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大兴学习之风，在全党营造

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

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学习本领是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第

一位本领，同时要善于把学到的本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

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刘少奇同志是心系人民、廉洁奉公的光辉榜

样。刘少奇同志说过：“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

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

的最高标准。”刘少奇同志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自

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严厉批评把个人利益摆在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的种种自私

自利的思想。刘少奇同志对讲排场、摆阔气、假公济私的现

象深恶痛绝，强调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说：“我们党从



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

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

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

傲的地方。”他在白区工作时，经常经手几万元的党的活动

经费，但他分文不动，每天只买些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他

经常轻装简从，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心系

群众安危。他同掏粪工人时传祥结下的友情，成为党同人民

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缩影。家乡的一些亲戚看到他当了国家

主席，跑到北京找他办事，刘少奇同志严肃告诉他们：“不

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

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共产党员，不

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他回家乡农村调查时，有时睡在

养猪场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上，有时睡在县委会

议室的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上，有时睡在大队部用两条长凳

架着的门板上。他教育子女不能搞特殊化、不能脱离群众，

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请客、不迎送，不准向地方提任何要求

和接受任何礼物。他还对子女说：“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

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

这些平凡小事体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

的人民公仆本色。 

  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职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勤务

员。今天，我们学习刘少奇同志，就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

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职责。全党同志要时刻牢记，

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的，

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做

到忠诚干净担当。 

  同志们、朋友们！ 

  刘少奇同志说过：“共产主义事业是我们的终身事

业。我们终身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这个事业，而不是为了

别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风雨无阻、砥砺前行。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

了我们手中。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

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是刘少奇同志等

老一辈革命家一生奋斗的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近百年的不懈

奋斗，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近 70年的风雨前行，经过改革

开放 40年的开拓前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

发进取，埋头苦干，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把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