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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考”的历史与现实反思

王玉平
（河北师范大学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1949 年的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离开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进北平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称之为

是去“进京赶考”。 今天，重温历史反观现实，我们发现“进京赶考”这一命题与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有着最密切的

内在关联。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站在“进京赶考”的历史起点上？ 是因为只有真心服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才能

够不断成长壮大，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 为什么革命胜利了毛泽东把进京建国称为“进京赶考”去？ 因为

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工作更伟大。 为什么说我们今天仍在“赶考”的路上？ 因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

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脱离群众依然是我们这个党最大的危险。 如何才能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我们的党员

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牢记“两个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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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毛泽东离开西柏坡的时候，说是要去

“进京赶考”。 2013 年，习近平来到西柏坡的时候，
强调“赶考”还远远没有结束。

1949 年的 3 月 23 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

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进北平建立新中国。 临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

有过一个经典性的关于“进京赶考”的对话。 毛泽

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是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

接话说，我们都应当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

泽东坚定地回答：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能退

回来，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毛泽东讲的非常自信。
毛泽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坚定和自信？ 最根

本的一点要归结到中国共产党人博大的人民情怀

和强烈的宗旨意识。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站在“进京赶考”
的历史起点上？

因为只有真心服务人民、 紧紧依靠人民才能

够不断成长壮大，由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
西柏坡是中共中央的最后一个农村 指挥所。

离开西柏坡、赴北平建立新中国，毛泽东说，我们

是“进京赶考去”。 应该是，为了这个里程碑式的

“赶考”，中国共产党整整奋争了 28 年。
在井冈山， 从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开 辟，到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

道路的探索，皆缘于共产党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
得益于广大农民的支持。1927 年秋，毛泽东同志在

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途中就要求： 在井

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一定要与当地群众搞好关

系， 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 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

的。 一上山便颁布了六条纪律，即“上门板、捆稻

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

赔”[1]。 共产党把老百姓视为上帝，老百姓把共产党

当作靠山。 在战斗频繁、生活艰苦、白色势力重重

包围、 敌我兵力极度悬殊的情况下， 毛泽东则提

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种自信就是来源于

人民群众的支持，来源于毛泽东、共产党的智慧。
所以，共产党在井冈山站住了脚。

在延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达到政治上和

理论上的成熟， 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

呼吸、共命运。 共产党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惜抛

头颅、洒热血，人民为了保护共产党不惜献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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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 当 1947 年 3 月胡宗南以 20 多万重兵进

攻延安时， 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但决不离开

陕北，这里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党中央在延安住了十多年，一直处

在和平环境中，是陕北人民的支持和奉献，使党中

央和人民军队恢复了元气，不断成长壮大。 现在一

打仗就走，对不起陕北的乡亲们。 所以毛泽东决定

和陕北军民在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就决不过黄河。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1 年零 5 天， 毛泽东带的警备

团仅 200 多人，形势之险恶，战争之艰难，但却能

把敌人搞得精疲力竭并不断消灭，原因何在？ 最根

本的原因就是人民群众的倾力支持。 陕北历来不

是富足的产粮区，再加上 20 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抢

劫糟蹋，老百姓多半已揭不开锅。 但他们却把仅有

的一点粮食都送到了解放军部队， 连地里没成熟

的粮食也抢收回来支援前线。 陕北人民自觉担当

起共产党军队的耳朵、 眼睛， 自觉为军队保守秘

密，保护中央领导的安全。 这就是毛泽东要“用一

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这样坚定自信的力量之源。 毛

泽东曾多次感慨说，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

群众。 只要有了人民的支持，我们就能战胜一切敌

人，克服一切困难。
在西柏坡，党中央要谋划的事情很多，但最重

要的，是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大决战。 这场大决战，
究竟鹿死谁手？ 应该说， 毛泽东比蒋介石看得更

深、更远、更透彻。 当蒋介石把目光投注在既有的

军事装备、统治地盘、美国援助等因素上时，毛泽

东却把目光投注在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上， 投注

在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无穷力量上。 因为，毛泽东

深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

的基本国情，在毛泽东看来，谁想赢得中国，就得

赢得农民，而要赢得农民，就得解决农民的土地问

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中国土地法大纲》则是

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解决农

民命根子的基本纲领， 是中国革命能够获胜的一

大奥秘。 为人民解决了根本利益问题，人民就能成

为共产党的靠山， 依靠人民的力量就能战胜一切

敌人。
在中国，没有一个政党能像共产党那样，把自

己和农民、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理解得那样深透。 正

是 通 过 土 地 革 命 ， 把 共 产 党 和 农 民 连 结 在 一

起———农民要的是土地，共产党要的是政权，土地

革 命 的 胜 利 果 实 必 须 要 有 革 命 政 权 来 捍 卫 和 巩

固， 而革命政权的取得和巩固则要靠广大农民的

支持和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土地革命成为共产党

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佳模式。
土地改革在满足农民对土地要求的 同时，也

赢得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拥护， 极大地激发了农民

的革命勇气，释放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使解放战争

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 物力支持。 仅三大战役期

间，全国支前民工就达到 880 多万人，比人民解放

军投入部队的总数要超出 4 倍以上。 除东北解放

区外，各地没有或几乎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各种

物资和伤病员的运输全靠民工以体力或手工工具

完成。 “前线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战争打到哪

里，车轮就推到哪里。 ”陈毅曾多次说过：“华东战

场上的国民党反动派是老百姓用独轮车把他推倒

的。 ”当时解放区流行着这样一段顺口溜：“最后一

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

床 老 棉 被 盖 在 担 架 上 ； 最 后 的 亲 骨 肉 送 到 战 场

上。 ”[2]朴素的民谣里，蕴含着一个朴素的真理———
得民心者得天下。 共产党把人民当作靠山，顺应民

心就能克服困难战胜强敌， 就能推进事业争取胜

利。 广大老百姓是通过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进行

主动选择的， 他们坚信跟着共产党就能争取到生

存的权利，就能过上好日子。 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

这一铜墙铁壁，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西柏坡的

军委作战室里，面对色彩斑斓、阡陌交错的硕大军

事地图，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置国民党百万大军于

股掌之上，导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战争奇观。
客观地说，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

并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相反共产党所面临的常

常是敌人的围剿、 装备的落后和物资的贫乏。 不

过，历史给了蒋介石很多机会，但他没有抓住，历

史给了共产党很多苦难，但共产党战胜了苦难，抓

住了极少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一次次

战胜困难，是因为她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有无尽的民力为之所用。 依

靠和发动占全国人口 80%以上的农民参加革命，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是中国

革命取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 把最先进的思想

和最能战斗的群体结合在一起， 是毛泽东领导中

国革命的最大特点。

二、 为什么革命胜利了毛泽东把进京建国称

为“进京赶考”去？

因为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工作

更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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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即将全面执政， 面临的客观形势却极

其严峻。 革命胜利后， 现实的任务是要建设新国

家，而我们的基础非常薄弱。 我们国家自 1840 年

以来历经 100 多年的战争蹂躏，已经是遍体鳞伤，
千疮百孔，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当时现代性的工业

经济只占到 10％， 大约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农业

经济和手工业经济。 我们不仅是在落后的经济基

础之上，而且是在一片废墟上来建设社会主义。 可

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面临着“超极限”的使

命———即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 基础之上、在

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之下追赶现代化、 实现民族

复兴。 它不仅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艰苦创

业，因为要巩固夺取政权这个胜利，而且我们还必

须学会搞建设，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
从主观上来说，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体，绝

大多数出身农民。 他们作战勇敢、不怕吃苦，在革

命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 但自然经济的

生产方式，贪图安逸、封闭保守、不思进取等阶级

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内来。 当时就已出

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一些党员骄傲自满情绪滋

长，以为革命成功了，准备享清福，要“打江山坐江

山”； 还有些党员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主义开始出

现，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上，不关心群众利益，不体

察群众疾苦，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等等。 在东北地

区尤其是辽沈战役胜利后， 不时发生一些干部渎

职、贪污腐化、浪费国家财产的事件。 如若对上述

种种现象听之任之，思想教育跟不上，制度建设跟

不上，我们的党就有可能沉沦于历代王朝“始兴终

亡”的“历史周期率”。 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曾指

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 很多人担心，我

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 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

一样腐化。 他们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在中国这个落

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都可以

称王称霸。 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不

思进取，甚至蜕化变质。 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个

问题的严重性。 [3]这是一个关乎党的前途和命运、
涉及新中国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更是一个值得深

思而有待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精通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历代王朝“始

兴终亡”的事实，并深知历史周期性动荡的重要根

源。 实际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此就已经开始警

觉，并深刻思考如何应对“历史盛衰周期率”的执

政难题。 延安整风时，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被

列为全党必读文件。 在离开西柏坡前夕，毛泽东回

顾历史、展望未来、思绪万千，他把共产党走过的

路同李自成做了一个比较， 发现竟然有许多相似

之处：比如，都是面对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严峻

局势；都是在当局腐败、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揭竿而

起；都是带领农民革命军打天下。 李自成金戈铁马

16 载，于 1644 年进了北京。 305 年后，共产党经过

28 年的战争和革命，也要进驻到同一座城市。面对

这么多的相似之处，通古博今的毛泽东，反复重申

“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 ”老百姓说：“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 ”在北平

和平解放，傅作义交出北平时，曾以他军人的直率

对前来接收的解放军代表说： 国民党统治了不到

30 年就垮台了， 你们共产党当然不会那么快就重

蹈覆辙，但是 40 年、50 年以后又会怎么样呢？这也

是毛泽东甚为忧虑的问题。 所以，就有了在离开西

柏坡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那番著名的对话：“我们是

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我们都希望考

个好成绩”“我们决不能被历史退回来”。 强烈的忧

患意识，使毛泽东时时警惕共产党执掌政权“被退

回来的危险”。 所以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仅仅

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
任务更艰巨。 [4]从农村到城市，绝不去城里做江山、
享清福，而是要去“进京赶考”。

三、为什么说我们今天仍在“赶考”的路上？

因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面临着严峻 的考验，
脱离群众依然是我们这个党最大的危险。

在既往的征程上，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带领全国人民拼搏进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

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 但我们决不能

自满，因为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仍面临着许多严

峻挑战：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考验，面临着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一系列艰巨历史使命的

考验。
应该说，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反之，脱离群众，则是中国共

产党的最大危险。 因脱离群众而生发的种种不良

风气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离开，剪

断了情感脐带，也滋生了政治冷漠，使政府的公信

力日益降低， 也流失了宝贵的执政资源。 如何让

“安 泰”真 正 扎 根 于 大 地，增 强 公 信 力、提 高 凝 聚

力，是今天共产党人必须破解的“生死考题”。
在 21 世纪初，一位刚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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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将军，驱车数千里，来到当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的太行山深处，寻访他的老房东。 看到步履蹒跚、
满头白发的老大娘，老将军急忙向前，搀着她的胳

膊，叫了声：“大嫂”。 “大嫂”望着将军身边前呼后

拥的卫兵和陪同人员， 轻轻问了声：“是不是又要

打仗了，想起了我们山里人？ ”这是《人民日报》记

者王义堂亲眼看到的一幕。 确实：难道，只有打仗

的时候，我们才能想起山里人？ 难道，只有从领导

岗位退下来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寻访老房东？ [5]

2014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参观焦裕禄纪念馆

时说：革命时期我们同敌人作斗争，一刻也离不开

老百姓的保护和支持， 共产党执政了是不是能做

到一刻也不脱离老百姓？ 我们必须改进作风，只有

这样才能牢牢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获得人民

真心支持。 [6]

这些年，我们的发展很有成效，人民群众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 但是冷静的想一

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

了？ 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 事

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生平提高了，不等

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必然密切了， 有时候反而是

疏远了。 现在， 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 10
年前、20 年前、30 年前更突出了。 问题出在哪？ 不

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党内存

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

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暗流涌

动，全党必须高度警醒。
如果在新的历史考验面前， 我们不能交出令

群众满意的答卷， 我们过去在赶考过程中取得的

所有成绩，都可能“化归为零”。 从这个意义上说，
真的是“‘赶考’远未结束，同志仍须努力”！

四、如何才能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要牢记“两

个务必”，要践行群众路线。
2013 年 7 月， 习近平到河北， 面对历史和未

来，他再次提出“赶考”问题：“当年党中央离开西

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 多年过去

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

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
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要继续把人

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

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

卷！ ”[7]

(一）坚定理想信念

第一道考题就是理想信念问题。 习近平将共

产党人的信仰，形象地称为“总开关”。 一个人，有

了理想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方向、有目标、有

奔头；有了信念，才能执着坚定、不懈进取，才能成

就一番事业。 战争年代，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那

么多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为了党的事业，所以能

够坚贞不屈、前赴后继，就是因为他们都有坚定的

必胜信念，他们内心强大。
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内在灵魂和精 神支柱。

领导干部腐化堕落、步入歧途，根本原因在于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了毛病。 反

思当今一些领导干部在优越的条件下却蜕变为腐

败分子，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千腐败、万腐败，都

是思想先腐败。 ”为什么?没有了理想信念。 精神上

的东西丢掉了，就会变质变色；灵魂上的坚守不在

了，就会失魂落魄，就会走向自我毁灭。 尤其是加

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至关重要。
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要着眼于激发党

员的内驱力，解决党员的“精神饥渴”问题。 让党员

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获得个人“尊严”，自觉增强

党员意识； 让党员在强化信仰的过程中得到心灵

“慰藉”，自觉树立起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人

生理念，使价值导向变为价值取向，落实到日常生

活和具体工作中去。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要防止“走过场”的形式

主义。 要寻找理想信念落地生根的土壤，着力形成

有利于培育理想信念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比

如升华传统文化的基因效应， 把历史上的典范演

化“鲜活”；光大凡人善举的辐射效应，把身边的榜

样还原“亲近”，使远方的楷模“本土化”，让主流价

值观充分占领网络阵地。 要把理想信念教育始终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要任务，作为“一把手工程”可

持续地抓牢抓实、 常抓不懈。 以理想信念教育为

“总开关”，带动其他工作的展开。
要把理想信念教育“虚功实做”，将宣传教育、

实践养成、长效机制三个环节统筹推进，切忌顾此

失彼的“片面性”。 宣传教育是前提，让主流意识形

态占领舆论阵地；实践养成是关键，党员干部理想

信念的检验标准就是看能否敬业、奉献，能否一心

为民； 长效机制是保障， 通过切实可行的刚性制

度，保障理想信念教育真正落实到追求中国梦、富

民梦，实现个人梦的实践中。
人民有了信仰， 民族才有希望， 国家才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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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

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 坚定理想信念，坚守

共产党人精神追求， 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

根本。
（二）坚持“两个务必”
当今时代的共产党人继续坚持 “两个务必”，

需要与时俱进，着眼于四个方面的“转化”。
第一，将“两个务必”的作风要求转化为共产

党人的政治品格。 这个转化的关键环节是加强党

性修养。 党性和作风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党性是

灵魂，作风是表现；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

纯则作风不正。 要党性修养，首先，党员干部要有

高度警觉的宗旨意识， 把为人民谋利益视为最高

价值。 同时还需要加强道德修养，加强品德和人格

的修炼， 提升人生境界。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官

德”修养、自觉净化执政理念很重要。 官职是为人

民服务的岗位，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 权力越

大，职位越高，对人民承担的责任也就越重。 应该

时刻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

能用来为广大人民谋利益。 面对权力，做人保持一

颗平常心，做官保持一种常人态。 面对事业，认认

真真地去经营，做到始终保持不骄不躁、艰苦奋斗

的作风。 二要加强人格修养。 自觉培养自律意识，
用理智和意志遏制自己内心深处的私欲； 顶得住

形形色色的诱惑，学会自控、自省、自警，尤其是在

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自爱、知耻、不越轨。 党员

干部要成为做人的“范本”。 许多优秀党员干部的

言行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是讲党

性、重品行、做表率的模范。 还要加强知识修养，提

升科学文化素质，提升执政的本领和能力。
第二，将“两个务必”这一思想成果转化为制

度成果， 为全党身体力行之提供制度保障。 践行

“两个务必”，离不开思想引导和精神感召。 然而，
任何一种理论成果， 如果总是停留在思想教育和

道德示范的层面，仅靠某种善良的意志和愿望，没

有与之相适应的规章制度， 则难以保证其社会效

果的长效性。 思想成果只有升华为制度成果，才能

够使“两个务必”的教育在社会成员身上、尤其是

在各级领导干部身上实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保

证其应有的实践功能。 所以需要通过一种外在的

强制力量，遏制人自身固有的惰性、私欲和贪欲。
对政府各级官员做出制度性的约束，这是将“两个

务必”思想落实到行动的刚性保障。

第三，将“两个务必”这种政治文化转化为大

众文化，使其进入普通民众的话语系统。 “两个务

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代表着主流社

会意识形态。 要使这种政治文化和政治品格继续

发扬光大，发挥出普遍的社会功能，就必须通过切

实可行的形式、 途径和方法， 使作为政治文化的

“两个务必”转化为大众文化，进入普通民众的话

语系统，成为普通民众的行动指针和价值取向，在

各级领导干部接受和践行的同时， 还必须使普通

民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自觉奉行。
第四，将“两个务必”的精神文化提升为一种

精神境界。 “两个务必”作为执政党的思想要求，还

应化为亿万民众的共同意识和精神素养， 成为人

们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状态，
成为现实的文化环境。 要使“两个务必”发挥出改

造世界的现实功能和普遍价值， 必须将其在大众

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提升， 进一步内化为实践主体

的理想信念和思维方式。 如果没有人们主观上使

其由精神文化到理想信念的转化， 就不可能在客

观上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三）践行群众路线

脱离群众是共产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 种

种不良风气像一座无形的墙， 把党和人民群众隔

开，剪断了情感脐带，也滋生了政治冷漠，使政府

的公信力日益降低，也流失了宝贵的执政资源。 如

何让“安泰”扎根大地，增强公信力、提高凝聚力，
是今天共产党人必须破解的“生死考题”。

习近平说，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的宗旨

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

了。 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

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 古罗马历史学家

塔西佗曾提出过一个理论： 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

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

给以负面评价。 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我们的党当

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
是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

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在思想感情上尊重群众。

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群众在

我们心中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中就有多重。 作为

党员干部， 要摆正在群众面前的位置， 不高高在

上，不以权压人，要把群众当亲人。
坚持群众路线，要在工作作风上深入群众。 大

兴亲民为民、真抓实干、廉洁从政之风。 要相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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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汲取群

众的智慧。 要牢记党的宗旨，勤政为民；要讲实话、
办实事、 求实效。 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一些不切实

际、急功近利、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要放下架子，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思、所盼，体察民情，顺应民

意，及时为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切实在联系群众中找到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
增强工作的针对性。 以“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态度，
诚心诚意地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 着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

际困难，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要切实

落实和巩固群众路线教育的成果。
习近平说强调：“责任重于泰山。 我们一定要

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

结奋斗，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8]

只有经得起人民打分，只有对得起人民信任，才会

完成一张合格并出彩的答卷。
确实，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在新的

征程上， 我们党要带领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的奋斗目标，就是这场考试的继续。 全党同志要继

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

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就必须要有

坚定的理想信念， 要坚持群众路线， 要永远牢记

“两个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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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eflection on
“Tak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Beijing”

WANG Yu-ping
(Research Center of CPC’s Spirit and Resources,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China)

Abstract:On March 23,1949,CPC Central Committee left Xibaipo,the last rural command post,to Beiping(later changed into
Beijing)to found the New China.Chairman Mao Zedong called it “to tak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To review the history today,
the feeling of focusing on ordinary people can be found in CPC.The reason that CPC can stand on the historical point to take the
examination is just for CPC sincerely serving people and closely relying on people until it becomes into the party in power.The
reason why Chairman Mao called it“to tak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lies in the longer road,harder mission and greater work after
the victory.Today CPC is on the road “to tak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for in the new situation,we are facing severe test and
isolating from the masses is the worst danger to CPC.To finish the examination successfully,the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should
have firm ideals and beliefs and keep in mind the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 wholeheart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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