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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百年党史，应从用好史料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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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 要：［目的 / 意义］回顾百年党史，探讨如何用好史料。［方法 / 过程］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为

人民幸福、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一百年，是不忘初心、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一百年。一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

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结果 / 结论］为了更好学习、研究、

领悟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作为史学工作者来说，应该从掌握史料入手，并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

可能写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史学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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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一百年历史，是中华民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党在实行两个

伟大革命过程中，不仅自我革命和建设，从一个仅有 50 多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 9000 多万

党员的世界大党；而且通过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伟大的社会革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

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目前正带领 14 亿人民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

标。每个时代都会提出自己的问题和时代课题，而答案往往蕴藏在历史之中。每当我们以为读懂

了历史之时，新的时代课题便会驱使我们从新的视角、新的感悟去学习历史，获得以往不曾领悟

的智慧。历史的迷人之处，恰在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而为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好地学习“四史”，

达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就对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拿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1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   

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在近代却落伍了，当欧

［作者简介］武力，男，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Email：wul@icc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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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 18 至 19 世纪通过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时，中国还处于

封建的农业文明时代。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惊醒了天朝迷梦，深重危机和无边的苦难开始

降临中国大地。从欧风美雨的浸蚀入侵，到蚕食鲸吞的瓜分狂潮；从腐败孱弱的晚清政府，到

军阀割据的北洋政权，中华民族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中国人民挣扎于兵连祸结、

国弱民穷、生灵涂炭的深渊。自鸦片战争到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 80 多年，各个阶级

的有识之士、各种救亡图存的政治主张，在中华大地上轮番登场，却始终无法救拔国家民族于

水火。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风雨如磐的中华大地带来了曙光，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

革命带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和“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两大艰巨而伟大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农业大国，外部受到帝国主义

列强的侵略压迫，内部受到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剥削，党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推

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的社会革命任务异常艰巨，需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

反革命”；而且作为党的社会基础也是薄弱的，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少，而且集中于沿海几个大城

市和铁路上，分布不均衡，因此中国共产党要扩大党的队伍和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吸收大量的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党内加以改造，因此党的自我革命任务也非常艰巨和繁重。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的同时，还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

统一战线，在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然

而，反动势力的威逼利诱，使国民党倒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国再次滑向苦难的深渊。从屠

刀下幸存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独自扛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极端险恶的环境

中，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初心不改，始终坚定地与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走上了“农村包围城

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毛泽东思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战胜苦难、取得胜利的“三大法

宝”。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和长征；在 14 年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中最终打败了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反动势力，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

利，使人民获得了解放，中华民族得到新生。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谁就会得到人民最衷心的拥戴。中国共

产党这个曾经看似弱小的政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有着坚定的信仰和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

性，团结起亿万同胞，召唤出排山倒海的伟力，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荡涤一空，缔造出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

2 建国初期的探索奠定发展基础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团结了社会各阶层群众，广泛调动积极因素，只用三年时间，不仅使

经济超过了旧中国的最好水平，而且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为初生

2 建国初期的探索奠定发展基础   



005005

武力 . 学习研究百年党史，应从用好史料入手［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1，3（1）：003-010.

的共和国赢得了立国尊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贫穷落后的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第一

代领导集体以深邃宏阔的历史眼光，确立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即举全

国之力，实行人民节衣缩食的高积累政策，迅速奠定工业基础，巩固国防安全。1953 年开始实

施的“一五”计划，标志着中国人民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划和目标走向现代化强国。

作为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要想在一穷二白、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尽快实现工

业化和保障国家安全，只能打破常规，快速发展重工业并进行彻底的社会制度变革。为此，实施

“一五”计划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 1956 年底基本完成了生

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建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一方面保证了将分散、有限的资金集中到国家手中进行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又保证了高积累下

的社会稳定，即人民群众能够在比较均等的条件下保障基本的生活。在这种条件下，人民的精神

力量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因素。富于牺牲奉献精神的新中国第一代建设者们，将个人命

运与国家前途紧紧地绑在一起，纵身投入到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

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仅中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都存在着

如何克服计划经济弊端的问题。加上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发展非常不平衡和农民为主

体的大国，问题就更复杂、困难就更多了。从 1953 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起，怎样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就从未停止，不仅顺利地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政

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还提出了以《论十大

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然

而，国际环境的压力和国内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人民群众要求，使得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既

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两难选择”。但是在单一公有

制和计划经济下，无论是实行市场调节，还是下放管理权限，抑或是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都无

法根本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病。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尽管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存在弊端，但是它保证了高积累下的

社会稳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国家安全、工业化和大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用了不到

30 年的时间，就基本建立起相对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国防尖端成就支撑起国家的脊梁，恢复

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科学文化素质今非昔比……新中

国第一代建设者们，用他们最好的年华与全部的热忱，为国家腾飞积蓄了力量。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1976 年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时，世界发达国家和许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30 年里经济快速发展，而中国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相形之下，解决温饱并富起来就成为摆在

新中国面前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在开眼看世界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推动下，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春雷唤醒了蛰伏的生机，改革与创新的活力在神州大地上茁壮成长。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中国人民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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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专业化生产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工业化在广大乡村遍地开

花。在城市，国企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私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在沿海沿

边地区，外资和技术加速涌入，与国内的生产要素碰撞结合，迸发出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迅速形成，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市场主体纷纷涌现，人民

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在改革开放的大江大河中，百舸争流，千帆竞渡。

实践为理论开辟道路，理论为实践指引方向。在前无古人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认清了社会

主义的本质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1982 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1987 年，中共十三大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绘就了到 21 世纪中叶的发展蓝图。“一年接着一年干，一

代接着一代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

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如何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断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

和政治体制，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改革中转型中

思想混乱、方向有误和处置失当，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中国共产党则保持了战略定力，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不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改，坚持改革开放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改，坚守为人

民谋幸福初心不变，经受住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考验，很好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转型。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澄清了思想误区，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改革目标。坚定了前进方向的中国，旋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一系列基本制度，为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伴随经济发展，各领域建设协同推进。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依法治国、西部大开

发……一系列基本方略贯彻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努力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着力政

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探索与时俱进。1997 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

章，科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在新的实践探索中，中国共产党

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个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 21

世纪。

步入 21 世纪后，中国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并紧紧抓住这

个战略机遇期，中国在 2001 年底以更大的勇气与自信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获得国际市场和国

际资源助力的中国经济如虎添翼，在全球化与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合力助推下，实现经济

腾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

经济高速发展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由此确立。在以人

为本的理念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统筹兼顾各项事业，特别是提出城乡协调发展和建立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成功应对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到 2012 年十八大召开时，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基本形成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历史的

接力棒传递给新一届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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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中国强起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

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2012 年，在中共十八大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这两句话，

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也道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声。凝聚起最广泛共识的中国，向着“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重整行装再出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以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审时度势，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蹄疾步稳，经济发展稳中有进，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

推进，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硕果连连，对外开放迈上更高台阶，营商环

境持续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工业化基本

实现，新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圆满收官。从 2021 年起，中国将按照中共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2035 年目标，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十四五”规

划建议描绘了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更加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

度化发展。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

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日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广泛弘扬，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

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

障体系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步推进，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国家安全全面加强。2020 年，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让仍然深陷这

场危机的西方国家相形见绌，充分体现出中国的制度优势。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大气、水、土壤污染

防治攻坚战坚定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逐步健全，绿色生活方式日渐普及，中华民族的自然家

园更加美丽宜居。

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创新局面，全军着眼于“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新时代强军

目标，恢复和发扬光荣传统，政治生态得到有效治理；国防和军队改革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

战、军种主建新格局，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实现革命性重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了坚强后盾。

祖国统一大业坚定推进，中央依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牢牢掌握对香港、澳门

全面管治权，将香港、澳门纳入全国发展大局，共担民族复兴大任，共享祖国发展荣光；中央人

民政府真心实意为台湾同胞谋福祉，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持续进行；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中国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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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势力，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

举办多次主场外交，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全球“抗疫”合

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重大贡献。

全面从严治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之决心，大力反腐惩贪、正风肃纪，管党治党由“宽松

软”走向“严紧硬”，全党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显著增强；广大党员牢

记初心使命，坚持群众路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紧密融洽；制度建党成效卓著，监察、派驻、巡

视监督实现全覆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全党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大增强。

伟大的时代铸就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引领伟大的时代。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确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

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高高飘扬。

回望新中国 70 多年的奋斗历程，一项项划时代的历史成就，一件件里程碑式的伟大变革，

雄辩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

中国，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能够让中国强起来，一步一

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

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2］面对世界风雷激荡、波诡云谲的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前进方向无比坚定，那就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奋勇前进！正如 1949 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中国

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3］

5 研究党史需要用好史料   

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首先要求史学工作者提供这方面的真

实、全面、准确的历史研究成果；提供在此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总结出来

的科学的历史经验。上述“四史”都属于现代史或称为当代史的范畴，既是一个正在发展演变、

尚未结束的历史进程，还没有静止沉淀下来，而研究者又身处其中，受其自身的学识、经历、社

会地位等因素所限，因此很容易产生“睫在眼前长不见”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局限。如何克

服上述两种局限，这就一方面需要历史研究工作者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真

学习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有关上述“四史”的论述，形成科学的大历史观；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收集、整

理、研究史料方面下大功夫、苦功夫，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非如此不能有所成就。

随着科学和民主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革命，大大降低了信息产生和交流的成本，自媒体的

兴盛更是使得个人表达和史学进入一个大众化、国际化的时代，因此有关“四史”的资料之多，

用“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用“浩如烟海”则名副其实。因此，在收集、梳理、研究党史以

及与之相关的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追忆发展史的史料时，就不仅要下力气，还需要掌握科学

5 研究党史需要用好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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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避免片面性和表层性。这里以研究党史为例，提出以下几点

建议。

第一，要学会利用档案，尤其是地方档案、部门档案和企业档案。历史档案是我们研究历史

必须要使用的第一手材料，其中少部分已经经过有关机构整理编辑出版。民国时期的档案就不用

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了大量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其中大部分都开放了，省

市县的档案馆基本上是免费查阅。深入进去以后就会发现，只有少数涉及敏感问题和人事的档案

不予开放，多数普通、不涉密的档案是可以查阅的，实际上，史学工作者更应该学会从普通档案

中去还原历史面貌。

第二，要学会利用已经公开出版的历史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陆续出版了大量历

史 资 料， 既 有 中 央 的， 也 有 地 方， 既 有 部 门 的， 也 有 企 业 的， 例 如：《 中 国 中 央 文 件 选 集

（1921 ～ 194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 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49 ～ 1965），地方的资料就更多了。其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庞大的中央和各级地方志机构

编辑出版的方志和资料选编、汇编。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已经组织完成

第一轮修志，出版了数千卷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省市县志，目前正在开展的第二轮修志已经过

半，正在陆续出版 1980 ～ 2020 年这段时间的地方志。不仅如此，新中国的地方志研究和编簒的

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地方志下沉到乡镇甚至村级，种类扩展到行业志、企业志、名品志。这些志

书和资料，是全国十几万地方志工作人员专职工作的成果，翔实可靠，对历史研究，特别是新中

国史研究特别有价值。

第三，要学会利用公开出版的个人文集、传记、回忆录等资料。中华民族自古就形成了高

度重视历史的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的个人文集、传记、回忆录大量涌现。从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到新时代党

的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很多都出版了个人文集，据笔者初步了解，1978 年以前担任省部级正

职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版了个人文集，绝大多数出版了传记，至于他们撰写的回忆录也非常

多，这些文集、传记、回忆录可以证明、填补档案资料的不足和空白点，使得历史叙述真正做

到“见人见事”，生动活泼。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 10 年来，随着信息化和网络发展，出

版的成本大大降低，20 世纪 40 ～ 50 年代出生的人陆续退休，大量的普通人回忆录涌现，历史

的细节和个案更加丰富，都成为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史料，但是需要加以辨别真伪和

价值。

总之，历史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既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细节描述，既可以上下五千

年，也可以纵横八万里，历史研究既需要研究对象的“沉淀”，也需要研究者跟随时代前进。但

是有一点不应该被忽视，那就是史料与历史教材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只有对史料的占

有充分了、研究透彻了，认识全面准确了，历史教材才能写好，才能有效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干

扰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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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and Researching CPC’s Centennial 
History Should Be Proceeded From Taking 

Good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WU Li

(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Reviewing the one-hundred-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discussing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Method/process］The 100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ve been a century of unremitting struggle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 century of remaining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self-revolutionizing.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people in building a new China,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entering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the Chinese n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historic leaps from 
standing up to becoming rich and then to becoming strong. ［Result/conclusion］In order to study, research 
and comprehend the glorious history of the Party, we should start with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with extracted 
essence out of rough and retained truth out of hypocrisies, so that we can write historical works satisfi ed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he one-hundred-year history;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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