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为什么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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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奋斗”。近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
不懈的奋斗，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
建设成为空前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
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可以
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奋斗的
历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谈到“奋斗”。在这些谈“奋斗”的讲话
论述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不少历
史掌故和名言警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解读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来进一步学习
领会奋斗幸福观的深刻含义。

现在，我们有请本期节目的思想解
读人，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
振峰教授为大家讲解。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观众朋友们，大
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块儿聊聊关于

“奋斗”这个话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

许多场合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过关于
“奋斗”的动员令。他说，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
斗，是我们人生难得的际遇。

“奋斗”一词，可以说是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所有讲话当中运用最多的
词汇之一。比如，在十九大报告当中，他
就 29 次提到过“奋斗”。在 2019 年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他
26次提到过“奋斗”。在二○二○年新年
贺词的讲话当中，总书记不仅多次提到

“奋斗”这个词，而且提出了“礼赞新中
国、奋斗新时代”这样一个豪迈誓言。在
这里我想问问大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奋斗的金句，大家还知道哪些？

观众一：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使命在肩，奋斗
有我。

观众二：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拥
抱新时代，奋进新时代；为实现中国梦而
奋斗。

观众三：撸起袖子加油干；万众一心
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大家说得都非
常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奋斗”的论述确
实非常多，他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多次
论述过“奋斗”。那么，今天我们就“奋

斗”这个话题，分三个方面和大家一块儿
交流交流。第一，为谁而奋斗；第二，奋
斗精神来源于哪里；第三，怎样去奋斗。
接下来，我们讲讲为谁而奋斗。我们共
同看一段短片。

总书记原音短片一：“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全党同志一定要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
的作风。

主持人康辉：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1号，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的。在讲
话中，他激励全党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讲话
中，总书记引用了一句大家非常熟悉的
屈原《离骚》当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现在，我们有请本期节目的经典释
义人，南京师范大学郦波教授为我们讲
一讲，这一千古名句是如何在新时代继
续激励所有奋斗者的。

经典释义人郦波：“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总书记引用的这
句话可谓是解读我们中国人奋斗精神和
坚韧品质的最好的一句千古名言。我们
都知道，这句名言来自于屈原的《离
骚》。《离骚》是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名
篇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抒情
诗。它集中体现了作为伟大爱国主义诗
人屈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美政思想。

屈原重视法治，他主张“循绳墨而不
颇”。他重视人才，主张“举贤而授能”。
他重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的作用，所以
他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他更重视、更强调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人
生的不懈奋斗，所以他才说：“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尤其是这句上下求索的名言，自古
及今，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比如说，
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成语——闻鸡起
舞。闻鸡起舞的典故出自于《晋书》，它
说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祖逖的故事。祖
逖是一个胸怀坦荡、素有大志之人。24
岁的时候，祖逖和他幼年的好友刘琨一
起任司州主簿。他和刘琨的关系那是非
常的好，两个人常常并床而卧、同被而
眠。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共同的理想
和操守，那就是建功立业，成为国家的栋
梁之材。

有一天晚上，祖逖睡到半夜，突然听
到外面有鸡叫声，他就把刘琨给踹醒，
说：“你听到鸡叫声吗？”刘琨这时候懵懵
懂懂，说：“半夜鸡叫不太吉利吧？”祖逖
却说：“此非恶声也。”我不这么认为，我
认为这是老天爷在提醒我们、在激励我
们要立志奋发。于是，他和刘琨约定，此
后每天半夜听到鸡叫声就起来舞剑。

从此，剑光飞舞，剑声铿锵，冬去春
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因为这种坚
持，因为这种不懈的努力，后来，他们都
成就为文武全才的人才，既能提笔安天
下，又能上马定乾坤。祖逖后来立志北
伐，击楫中流，此后被朝廷追封为“车骑
将军”。而刘琨也终任大将军、都督并
州、冀州、幽州三州军事，在乱世之中一
展报国之志。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囊萤映雪、立志
苦读的知识分子，到闻鸡起舞、立志报国
的英雄壮士，从悬梁刺股到卧薪尝胆，从

锲而不舍到水滴石穿，伟大的奋斗精神
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一种历史的禀
赋。正是这种精神的自觉与不悔，让求
索具有了永恒的魅力，让奋斗具有了永
恒的动力。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感谢郦波教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

一般来说，奋斗就是一个人为了达
到一定目标而不断迎接挑战、克服困难，
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改造自然界需要
奋斗，改造社会需要奋斗，改变人的命运
同样需要奋斗。那么，作为新时代的奋
斗者，我们究竟应该为谁而奋斗呢？

第一，为人民幸福而奋斗。
习近平同志在 2012 年 11 月 15 号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当天，他在会见中
外记者的时候就讲道：“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习近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的人生历程是对奋斗精神的最好的诠
释。1969年1月，年仅15岁的习近平来到
陕西梁家河插队，开始了他7年的知青岁
月。在这里，他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
劳动，先后渡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
关、思想关，为改变梁家河的落后面貌做
了许多实事、好事。习近平在回顾这段难
忘岁月时说过：“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
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
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这个
坚定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老百
姓做事，就是为人民谋幸福。

2015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再次回到
陕西梁家河，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

字幕：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
梁家河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同期声：“人丁兴旺
啊！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我心情是很
激动的。人生，我的第一步迈出来，就是
到咱们梁家河，在这里选择了我的道
路。我从那个时候我就说，今后如果有
条件、有机会，我要从政，做一些为老百
姓办好事的工作。”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一直以来，
习近平都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自
己的奋斗理想与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二，为人生幸福而奋斗。
2020 年 五 四 青 年 节 到 来 之 际 ，

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一句话激励广大青
年：“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
升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是亿万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要靠每
一个中国人为之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
止一次为那些战斗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
普通奋斗者、建设者们点赞。他们包括：
把青春和生命奉献给脱贫事业的“最美
奋斗者”黄文秀，用自己身体保护战友的

“排雷英雄”杜富国，无数次为祖国争得
荣誉的中国女排，还包括那些快递小哥、
环卫工人和普通出租车司机等等。他们
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
以努力奋斗成就了人生幸福。

第三，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这是奋斗的最高境界，也是全体中

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
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历史使命。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
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每个人的前途命

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
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要
我们精诚团结、共同奋斗，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接下来，我们讲讲第二个问题：奋斗
精神来源于哪里？我们共同看一段短
片。

◆第二部分：奋斗精神来自哪里

总书记原音短片二：奋斗是曲折
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始终发
扬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奋斗者
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也是最懂得幸福、
最享受幸福的人。

经典释义人郦波：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他引
用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出自于毛主席诗词中的名篇《七律·
到韶山》。这首诗应该作于1959年6月。

韶山又名韶山冲，在湖南湘潭西北
45公里，那是毛主席的故乡。据《毛泽东
年谱》记载，自毛主席1911年离开韶山，
到他1976年9月9日离开人世，其间总共
回过韶山8次。

1959 年6月25 到27 日，算起来应该
是他第7次回到故乡，离上一次1927年1
月他回到故乡，算一算整整32年，所以他
才说“故园三十二年前”。

1925 年 1 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故
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并组建
了农民学会。1927年1月，在考察湖南农
民运动期间，他又回到了故乡。但那一
次离开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

1964 年 1 月 27 日，应《毛主席诗词》
英译者的要求，毛主席口头解答了这首
诗的首联和颔联。他说，“咒逝川”“三十
二年前”，指大革命失败，反动派镇压了
革命，所以才有接下来的颈联：“为有牺
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一联是全诗的重点，意义非常深
刻。它首先是对韶山、对湖南、对神州大
地上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的讴歌，更是对
艰难革命历程中所有为国捐躯的烈士的
赞颂。因为受到残酷的镇压，所以当然
会有很多革命志士牺牲。但是，革命却
永远不会因此停止，而且一定会遵循压
迫愈甚、反抗愈烈的规律发展。最终，经
历不懈的奋斗、流血和牺牲，才迎来中国
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里的“敢”这个字，正体现了一种
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换”
这个字，则体现了人民改天换地、推动历
史发展的伟大壮举。而“敢”与“换”的主
体，也就是无私无畏、奋斗不息的人民，
也就是夕烟下的遍地英雄。他们才是精
神最为富足之人，才是最懂得幸福、最值
得幸福的人。

思想解读人韩振峰：郦波老师讲解
得非常精彩。

的确，“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这句气势磅礴的诗句，一方面，
体现了毛泽东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崇高思想境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
国人民所具有的不怕牺牲、改天换地的
伟大奋斗精神。我曾经多次去过韶山，
每次到那里都有不同的感受。

（下转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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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教日月换新天

“奋斗”，是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以来强调的核心命题，也
是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披荆斩
棘、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力。将
“奋斗”作为节目主题，能够起
到凝聚情感、凝聚共识，焕发伟
大民族精神的传播效果。

本集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