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论中国精神

（2021 年）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南仁东等杰出科学家为榜样，大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

领跑，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3 日至 5 日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

部群众时的讲话

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

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

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3 日至 5 日赴贵州看望慰问各族干

部群众时的讲话

在中华文化里，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

人们把为民服务、无私奉献比喻为孺子牛，把创新发展、攻

坚克难比喻为拓荒牛，把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比喻为老黄牛。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

以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

史辉煌！



习近平 2021 年 2 月 10 日在 2021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

话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

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

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

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

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一百

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

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

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

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

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

强大精神。

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

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

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

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

丰厚滋养。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0 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讲话

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

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

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

一个 14 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

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

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0 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讲话

要弘扬探月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勇攀科技高

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

不断推进中国航天事业创新发展，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2 日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

的讲话

嫦娥五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标志着探月工程“绕、落、

回”三步走规划圆满收官，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

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是航天强国建设征程中的重要里程



碑，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7 年来，参

与探月工程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

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不断攀登新的科技高

峰，可喜可贺、令人欣慰。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2 日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

的讲话

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

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攻

坚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的讲话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脱贫

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

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脱

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

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充

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全党全国全

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勇奋斗，坚

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习近平 2021 年 2月 25 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的讲话

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引导广大教师继承发

扬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

神，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

习近平 2021 年 3 月 6 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讲话

全党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习近平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的重要

指示，据新华社北京 2021 年 4 月 8 日电

希望你们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

自立自强、创新超越，夺取空间站建造任务全面胜利，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4 月 29 日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祝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的贺电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勤于创造、勇于奋斗，

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

习近平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据新华社北京

2021 年 4 月 30 日电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

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

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更需要继

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继续

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习近平 2021 年 5月 28 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讲话

建造空间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将为人类

和平利用太空作出开拓性贡献。你们是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

无数奋斗者、攀登者的代表。希望你们密切配合，圆满完成

后续任务！祝你们在太空工作生活顺利，我们在北京等候各

位凯旋！

习近平 2021 年 6月 23 日同神舟十二号航天员通话时的

讲话

你们发扬精益求精、勇攀高峰、无私奉献的精神，团结

协作、攻坚克难，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作出了贡献。这充分

说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

习近平 2021 年 6月 28 日致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

组投产发电的贺信



拼搏奉献，就是把许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

不畏艰险、敢于牺牲，苦干实干、不屈不挠，充分展示了共

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要知重负重。全

党同志都要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保持“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昂扬斗志，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

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习近平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

讲话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

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

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

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习近平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

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

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

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

大！

习近平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

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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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艰苦的努力。

习近平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

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习近平 2021 年 7 月 21 日至 23 日在西藏考察时的讲话

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你们

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

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抓生态文

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

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

习近平 2021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在河北承德考察时的

讲话

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希望你们继续学习

弘扬黄大年同志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同全国高校广大教



师一道，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

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不断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9 月 8 日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代表的回信

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奋发图

强、自力更生，不断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

更大胜利。

习近平 2021 年 9 月 13 日至 14 日在陕西榆林考察时的

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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