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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革命理想高于天”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调研指出，“为什么中国革命

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党建网微平台整理了部分重要

论述，一起学习领会！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

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

理想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

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我们对

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

的必胜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2021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在广西考察调研时指出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

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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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难以置信的奇迹。我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

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强调 

 

  我们既注重解决思想问题、拧紧“总开关”，又注重解决制度

问题、上紧制度规矩发条。我们要求全党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

念，不断补钙壮骨、固本培元，重点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我们推动形成配套完备、有效管用

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强化依规治党，维护法规制度严肃性和权威

性，不留“暗门”、不开“天窗”，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 

  ——2018 年 7 月 3 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

共产党能够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

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

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 

  ——2018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

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

统一的思想基础。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攻坚克

难、战无不胜、发展壮大，关键是人民军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有崇高理想信念，有为理想信念而英勇献身的崇高追求。崇高理想

信念是人民军队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是全军将士心中熊熊燃烧的

火炬。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矢志不渝坚持崇高理想信念，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敢于为崇高理想信念而奋不顾身奋斗。 

  ——2017 年 8 月 1 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

念的胜利。“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

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



途上，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

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

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2016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

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

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

想和崇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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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证唯物主义虽然强调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但并不

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而是认为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

我们党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革命理想

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广大党员、干

部理想信念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人民群众精神振奋、发愤图

强，就可以创造出很多人间奇迹。如果党员、干部理想动摇、宗旨

淡化，人民群众精神萎靡、贪图安逸，那往往可以干成的事情也干

不成。 



  ——2015 年 1 月 23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革命理想高于天。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

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如果大家都觉得

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

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 

  ——2015 年 1 月 12 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

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

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 90

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

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

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作出牺牲，崇高

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

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欲随权长迷心窍 

浙江省国资委原党委委员、副主任朱恒福严重违

纪违法案剖析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朱恒福，男，1965 年 8 月出生，1986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3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副处长，浙

江省委组织部机关人事处处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浙江省委组

织部干部三处处长，浙江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

副主任。 

 

2020 年 4 月，浙江省纪委监委对朱恒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 年 7 月，朱恒福被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0

年 9 月，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朱恒

福涉嫌受贿罪向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21 年 4 月 7 日，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朱恒福受贿一案公

开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70 万元；对其受贿赃款

及孳息合计 1443 万余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忘记母亲教诲，当处长后内心日渐膨胀 

 

“我出身贫寒，小时候全家人的奋斗目标就是供我好好读书、

考上大学。那时我心无旁骛，一心读书，也一直记得母亲‘要做正

直、对社会有用的人’的教诲。”朱恒福告诉办案人员，从小他便

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大学，并顺利攻读硕士研究生。 

 

参加工作后，他能干又敬业，成家不久便离开妻儿去基层服务，

“当时我一心只想着工作，儿子从出生起就没见过我几次，我缺失

了他的成长，很对不起他”。 

 

1997 年，正值省里换届考察，由于朱恒福工作积极出色，考

察组发现了他，把他调到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在组织的培养下，

朱恒福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副厅级领导干部，成为父母的骄傲、家乡

的骄傲。 

 

然而，随着职务的提升，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朱恒福渐渐把

母亲的教诲抛诸脑后，也忘记了其“为民服务，回报社会”的初心。 

 

“干部三处平时接触的大多数是厅局长和企业、高校的领导，

原来我对这些领导都很敬仰，但从事干部工作以后，发现这些领导



对自己都很客气，时间长了，就开始自我膨胀，特别是当了处长以

后，我甚至觉得能和他们比肩了。”在他人的吹捧恭维下，朱恒福

不由得有些飘飘然。 

 

2013 年，朱恒福被调到省国资委，分管省属企业党建和领导

班子建设工作。之后，他经常代表组织参加各种会议，给下级组织

和领导干部提要求。“许多企业的干部职工都把我看成是组织的代

表，把我当成他们最信赖的人，我愈发膨胀，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

朱恒福自我剖析道。 

 

随着工作岗位调动，朱恒福的社交圈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平时

交往的大多数是国企老总和民企老板，看着国企老总们的高薪工资

以及民企老板们动辄身价上亿，朱恒福的心理产生了不平衡。 

 

“我在省国资委干的活并不比企业老总的少，但物质待遇却明

显差了一大截。”朋友聚会时，朱恒福常把这些抱怨挂在嘴边。 

 

朱恒福的不满情绪，给了身边伺机而动的人可乘之机。 

 

2015 年上半年，朱恒福向相识多年的临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

何某透露想炒股赚点钱的意愿。收到“提示”的何某心领神会。很



快，在朱恒福未出资的情况下，何某以炒股获利的名义将 100 万元

转入朱恒福外甥女婿方某某的银行账户，朱恒福予以收受。 

“以‘放在我这里备用’为由收受他人钱财和收受没有出过资

的炒股红利其实就是受贿，我自欺欺人，找了很多借口自我麻痹。”

朱恒福坦言，这些违纪违法行为根源在于他思想滑坡，没有绷紧纪

律规矩这根弦，当遇到重大利益诱惑的时候，就丧失了党性，失去

了原则，直至走上犯罪道路。 

 

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贪欲膨胀的朱恒福不知

止不收敛，在党的十八大后仍顶风违纪。审查调查发现，2009 年

至 2019 年，朱恒福利用担任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和省国资委

党委委员、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低价购股、由他人支付购股

款、直接收受现金等方式，收受何某、浙江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卢某等 8 人所送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88 万余元。 

 

供养两个“家庭”，入不敷出只能疯狂捞钱 

 

“任某离过婚，她带着两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在外租房过日子，

还背着几百万元的债务，日子过得很艰辛。我很同情她，总想为她

改善经济条件，分担生活困难。”朱恒福坦言。2016 年，朱恒福

认识了杭州某投资管理企业合伙人任某，并被她吸引。看着经济困



难的任某，他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甚至起了离婚和她一起过日子

的念头。 

由于长期不着家，朱恒福对儿子有着很深的愧疚之情，并试图

给他更多的物质支持作为补偿。 

 

出于对金钱强烈的渴望，朱恒福不断以身试法。他一边和特定

关系人共谋受贿，一边利用职权为儿子铺路。 

 

2015 年上半年，老板卢某所在公司进行股改并增资扩股，卢

某找到朱恒福，提议让他以公司内部职工价格购买股份。朱恒福便

与他的“好友”何某商定，由何某垫资并为朱恒福代持 200 万股股

份。 

 

“膨胀的贪欲把我越套越紧，为了养好两个家，我一步一步让

自己滑向泥沼深处。”2016 年，朱恒福再次以内部员工价购买 200

万股股份，总价 324 万元，由卢某代持。 

 

2019 年上半年，任某的一位朋友托她找朱恒福帮忙，为一个

设备招投标项目向省某投资集团的领导打招呼，在朱恒福的“帮助”

下，项目成功中标。不久后，任某的朋友以中介费的名义给了她 100

万元，任某欣然收下。 

 



“我觉得她是体制外的人，项目中标后拿个中介费应该没问题，

便同意她收了钱。”朱恒福说。 

 

在为任某谋利益的同时，为了维系与儿子之间的父子情，朱恒

福也开始为儿子“谋出路”。 

 

2016 年下半年，浙江某保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告诉朱

恒福，等他儿子留学回国后可以直接去姚某公司上班，年薪四五十

万元。“我觉得太显眼，就拒绝了。”朱恒福坦言，“但我也有意

无意向姚某透露希望他能多多留意，帮一帮我儿子，姚某也一直记

着。” 

 

2016 年底，姚某告诉朱恒福，“公司有个股东要转让 50 万元

股份，我可以安排转让给你儿子，也给他一份保障。”朱恒福觉得

自己亏欠儿子太多，应该帮他赚点钱，让他生活过得更好，就顺水

推舟让儿子入了股。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行为多么荒唐，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

不敬法、不守法，为了自己的私心和贪欲去以身试法，真是胆大妄

为，愚蠢至极。”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围猎”，朱恒福最终败

下阵来，在留置期间，他懊悔不已。 

 



以身试法后，方知自己不过是钱财的“保管箱” 

 

被留置后，朱恒福最念念不忘的就是他的家人。“儿子已经成

家立业，儿媳妇才刚有了身孕。老母亲尽管住在农村，但乡里乡亲

都很尊重她，夸她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她也十分自豪。现在我进去

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未来怎么过。” 

 

“我不愿意放弃现在拥有的生活，出于对家人的留恋，我心存

侥幸，逃避组织审查调查，一步错，步步错。”朱恒福说。 

 

2019 年 11 月，何某被留置后，朱恒福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坦

白交代，他觉得何某是因为他自己公司的事被留置，应该不会牵涉

到他。 

 

之后，朱恒福的几个朋友相继被查，他内心忐忑，坐立不安，

但仍心存侥幸，先后与多人进行串供，转移股份代持协议等证据，

伪造借款协议等材料，并将收受的部分钱款予以退还，企图掩盖与

上述人员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 

 

2019 年 12 月，朱恒福编造了其与何某、卢某之间经济往来问

题的虚假说明，并提交给省纪委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 

 



“我自欺欺人地编造了一些理由，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蒙混过关，

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致铸成大错，后悔

莫及。”思想认识的严重错位，侥幸心理作祟，让朱恒福错过了找

组织自首的最佳时机。直至接受审查调查，他才明白自己不过是违

法所得的“保管箱”“搬运工”，只要涉及贪腐、以权谋私，终难

逃纪法惩处。 

 

留置期间，朱恒福经常想起自己的母亲。“每次回老家看母亲，

她总是和我说，当官就要当个清官。我以前总觉得她唠叨，现在想，

母亲清苦一辈子，却能把道理想得那么明白，而我却执迷不悟，想

着升官又发财，以致走到今日这个结局。”想起已经 85 岁高龄的

母亲，想起支离破碎的家庭，朱恒福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这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失眠，偶尔闭一会眼，一睁开眼睛，

恍如隔世。一想到自己就要成为阶下囚，我真是悔恨交加，伤心欲

绝。”朱恒福痛心疾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