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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弘扬爱国主义伟大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爱

国，提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今天，一起

重温总书记关于爱国的经典话语。 

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

打不破，灭不了 

历史深刻表明，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

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只要高举爱国主

义的伟大旗帜，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国、改造

世界的拼搏中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2019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

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

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升华的历史进程。 

——2014年 9 月 3 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

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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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量。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不论留学

人员身在何处，都要始终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里。 

——2013年 10月 21 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 

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

的鲜明主题。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以改

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共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 

——2015年 12月 30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

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 

——2013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

统一 

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

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对每

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

之所归。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

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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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

一。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

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

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

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

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 

——2015年 12月 30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 

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我们要积极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

民族梦之中，用我们 4亿多家庭、13亿多人民的智慧和力

量，汇聚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2018年 2 月 14 日，习近平在 2018年春节团拜会

上的讲话 

只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家庭梦才能梦想

成真。中国人历来讲求精忠报国，革命战争年代母亲教儿打

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先大家后小家、

为大家舍小家，都体现着向上的家庭追求，体现着高尚的家

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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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12 日，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

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 

做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实践者、传播者 

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

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90 多

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

革实践，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

精神的辉煌篇章。 

——2015年 12月 30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

人的骨气和底气。 

——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

调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 

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

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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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7 月 1 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弘扬爱国主义既要立足民族，又要面向世界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中

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我们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

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

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 

——2015年 12月 30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

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所能及范围内

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013年 3 月 19 日，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五次会晤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利于国者爱之，

害于国者恶之”。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

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

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2018年 5 月 2 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

上的讲话 

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

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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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把爱国之情、报国之

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

伟大奋斗之中，从自己做起，从本职岗位做起，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

智慧和力量。 

——2017年 5 月 25 日，习近平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

作出重要指示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

基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

基。 

——2019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

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以一生的真情投

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

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 

——2019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 

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

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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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 

——2016年 4月 26日，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

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 

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广大科技人员要牢固树立创

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思想，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

现国家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中。 

——2013年 7 月 17 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

时的讲话 

（根据光明网《习近平谈弘扬爱国主义伟大精神》、人

民网《习近平谈爱国》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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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在心中高高飘扬 

 

新华社北京 5 月 1 日电 题：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在

心中高高飘扬——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

运动 10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评论员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在纪念五四运

动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热爱伟大祖

国，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

献人民，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总书

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待引发强烈共鸣，为广大青年培养爱

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指明前进方向、注入

强大动力。 

作为五四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始终是推动中国发展进

步的强大精神动力。100年来，一代代热血青年满怀对祖国

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积极投身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

业，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谱写了一曲又一曲青

春壮歌。历史深刻表明，只要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广

大青年就能和人民一道，在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

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

会主义高度统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

持听党话、跟党走。80 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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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

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

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

弘扬者和实践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往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

社会主义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

义相统一，坚定不移跟党走，奋力建功新时代，爱国主义才

是鲜活的、真实的。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远大理想是基础。青年理想远

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

立大志、做大事，就是要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

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更好实现人

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热爱祖国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也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离开了祖国需要、人民利益，任

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坚定理想，心怀

大我，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才能让理想

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在行动，

要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实现爱国情怀。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无论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还是成就人生梦想，都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

的。唯有激发奋斗力量、扬起实干风帆，踏踏实实做好每一

件事情，兢兢业业干好每一项工作，才能创造无愧于国家和

人民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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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五四青年节到

来之际，神州大地洋溢着浓浓的爱国情怀。不负韶华、勇挑

重担，高擎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的中国青年，必将在奋进新时

代的征程上唱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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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 

 

作为五四精神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始终是推动中国发

展进步的重要历史动因 

国家发展与青年成长，相辅相成、互为表里。青年以青

春力量催动国家向前，国家也以辽阔舞台助力青年向上 

站在历史新起点上，回望百年来的征程，正是五四运动

激荡起改变历史的滚滚洪流，标注着一个民族史诗般的坐标。 

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100 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

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

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

科学的五四精神。一百年来，五四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积淀、

凝聚、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一大精神支柱；作

为五四精神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始终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

的重要历史动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爱国主义是

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正是这种爱国精神，激励千

千万万的青年，把祖国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为民族振兴而

不懈奋斗，创造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成就真正亮丽的青春。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先哲曾书写，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恰如一首歌中所唱的，正是因为有了爱国主义这一强

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才能有如此多无私的爱国者、无悔的

奉献者、无畏的牺牲者，让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屹立不倒、

生生不息。从战争年代为民族解放而奋不顾身，到为建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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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而筚路蓝缕、胼手胝足，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击水中流、

开拓进取，到步入新时代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一代又一

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指引，在革命、建

设、改革的历程中，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中，

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为中国的发展繁荣、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尤须青年人砥

砺梦想、拼搏实干。从归国创业的留学生，到嫦娥四号背后

的 80 后、90后科研人员；从“万里赴戎机”的 90 后北大

女兵，到“杏坛吐新绿”的年轻博导……新时代的青年在不

同的岗位上，与国家发展偕行，代表着未来，孕育着希望，

成就着属于青年一代的伟大事业。 

“展望未来，我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寄予厚望。国家发展与青

年成长，相辅相成、互为表里。青年以青春力量催动国家向

前，国家也以辽阔舞台助力青年向上。当代青年被称为“强

国一代”，在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这一代人对五四

精神最好的继承。“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从辽阔

海天到大漠戈壁，从田间地头到机关单位，从创新创业到脱

贫攻坚，从传统行业到新兴业态，今天的中国，为青年实现

人生出彩搭建了大显身手的舞台，也为青年许党报国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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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时代的青年而言，五四精神从未远去，爱国、进

步、民主、科学的理想信念，依然是我们砥砺奋进的不竭动

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依然是我们的责任所

在和使命所系。青春不息、奋斗不止，守护胸中那团火，相

信理想的力量，信奉奋斗的意义，才能让伟大的五四精神奏

响新时代青春乐章；一代代青年传承爱国主义精神，在新的

伟大实践中放射出青春光芒，国家才会更有力量。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

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一百年

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发问，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这是一个时代的青春宣言，更是无数爱国者的执着追求。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催动脚步，向着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奔跑，

中华民族必将在接续奋斗中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 人民日报 》( 2019年 04 月 25 日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