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磅礴力量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激荡中华儿女爱国情怀

这一国之大典，既是一次爱国

主义的集中教育，也是人民群

众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展示

300秒回顾国庆70周年大阅兵！东风-41、歼-20震撼亮相.mp4
300秒回顾国庆70周年大阅兵！东风-41、歼-20震撼亮相.mp4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

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

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青年学生

培养爱国情 砥砺强国志 实践报国行



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目录

二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

三 做新时代爱国主义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



第一章



◆ 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

◆ 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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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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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概要

1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2 爱国主义是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历史范畴

3 爱国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

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继往开

来的精神支柱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作《易》者，

其有忧患乎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爱国主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繁荣发展而不懈奋斗

四万万人齐下泪，

天涯何处是神州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爱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三元里人民
抗击英国侵略者

左宗棠驱逐沙俄
收复伊犁

冯子材镇南关
反击法国侵略者

甲午海战，
邓世昌血战
到底，壮烈
殉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爱国，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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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主义是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历史范畴

爱国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

爱国主义始

终与维护大

一统国家的

目标相联系

中国古代
匈奴未灭，
何以家为



爱国主义是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历史范畴

爱国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

爱国主义是

与“救亡图

存”目标联

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



爱国主义是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历史范畴

爱国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

爱国主义与

建设社会主

义新中国的

历史任务联

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

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



爱国主义是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历史范畴

爱国主义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

爱国主义与

爱社会主义

汇流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以来

爱国主义始终是高扬的主旋律
是团结鼓舞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精神动力

[朝闻天下]睹物思人_王承书-一生的三次“我愿意”.mp4
[朝闻天下]睹物思人_王承书-一生的三次“我愿意”.mp4
0001.中国网络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最美奋斗者 黄大年：振兴中华 乃我辈之责.mp4
0001.中国网络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最美奋斗者 黄大年：振兴中华 乃我辈之责.mp4


爱国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
命脉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

牢记文化传承使命
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维护好中华民族共同
的“根”和“魂”

在扬弃中继承
在转化中创新
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
优秀思想文化成果



爱国主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

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统一起来，以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确立了全国各族人民
在价值观层面的“最
大公约数”



第二章



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厚植家国情怀，

培育精神家园，引导人们坚持中国道路、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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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概要

1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2 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

3 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我们所爱的国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我们今天讲的爱国主义，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就是要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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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

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国家记忆》_20180627_中国有了共产党系列_第一集_东方欲晓.mp4
《国家记忆》_20180627_中国有了共产党系列_第一集_东方欲晓.mp4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教育和鼓舞了几代共产党人，

从而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革命 建设 改革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

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是

要充分认识到，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

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保证和必由

之路



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民族团结是福

民族分裂是祸

汉族和少数民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彼此不可分离



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

新中国的成立，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共同创造的

中共一大代表
邓恩铭

（水族）

东北抗联创建人
周保中

（白族）

“回民支队”创立者
马本斋

（回族）

“八女投江”烈士之一
安顺福

（朝鲜族）



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

新中国的成立，是包括汉族在内的无数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共同创造的

粟裕

（侗族）
韦国清

（壮族）

乌兰夫

（蒙古族）

1955年授衔，

有35位少数民族将军



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共享国家改革发展的红利

全面实现小康，
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掉队



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

2019年国庆群众游行中的“民族团结”方阵

 树立中华民族意识、“民族平等”意识，

旗帜鲜明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

 正确看待宗教信仰和爱国的关系，把

个人宗教信仰和作为国家公民的爱国责任

有机统一起来

 坚决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



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
的历史进程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
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决不允许任何人以
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是历史赋予当
代中国青年的责任，也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根
本要求



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命运与世界命运越来越紧密相连

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
也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
中国发展必将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
中，也将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注入
更多活力、带来更多机遇

2019年国庆群众游行“人类命运共同体”
方阵

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理念 摈弃零和思维

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



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统一起来

中
国
既
要
做
好
自
己
的
事
情
，

也
要
肩
负
起
大
国
的

道
义
和
责
任

希腊比雷埃
夫斯港，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典范
项目

巴基斯坦
萨希瓦尔燃煤
电站，中巴经
济走廊优先实
施项目

亚吉铁路，非洲第一条全线采用
中国电气化铁路标准施工的现代
电气化铁路

【V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p4
【V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p4


坚持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

积极倡导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世界上不存在
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
文明没有高低之分

和而不同 和实生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不能固步自封

2分钟，读懂“和”的境界.mp4
2分钟，读懂“和”的境界.mp4


第三章



本章概要

1
坚持学以致用，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坚定笃信者、践行者

2 坚定理想信念，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3
树立文化自觉，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弘扬者

4
筑牢思想防线，做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进步的
行动者、捍卫者

5
坚持理性平和，做具有开放胸襟和世界眼光的
理性爱国者



重庆大学师生在收看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直播

当代中国青年要自觉传承弘扬千百年来形成
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凝聚起为国奋斗、振
兴中华的磅礴伟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继续推向前进



坚持学以致用，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坚定笃信者、践行者

成都理工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中心”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展现新气象、激
发新作为，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爱国
报国的实际行动



坚定理想信念，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要以史明志，认真学习党史、国史、
改革开放史，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倍加珍惜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不断增强“四个自信”

要坚持面向未来，用心思考明天
的中国将走向哪里，深刻认识当
代中国青年肩负的历史重任，正
确理解个人梦与中国梦的关系，
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



树立文化自觉，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

河南大学生争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者，
志愿者身着汉服，进行礼仪表演

 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
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增强民族
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
义，自觉抵制损害国家荣誉、
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
言行

 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



筑牢思想防线，做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进步的行动者、捍卫者

深刻认识到，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安全与国家安全

密切相关，尊法守法，绝不触碰网络安全底线，用实

际行动维护我国网络空间的安全

深刻认识到，西方敌对势力遏制中国发展的企图不会

停步，时刻保持忧患意识，自觉与分裂祖国的言行开

展坚决斗争

深刻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坚持理性平和，做具有开放胸襟和世界眼光的理性爱国者

内蒙古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大河湾镇
大学生村官、青年志愿者等与国旗合影

理性爱国 暴力“碍”国

自觉抵制非理性爱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

理性表达爱国情感，反对极端行为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人民日报》 2019年11月13日

《凝聚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答记者问》

《人民日报》 2019年11月13日

《迸发新时代爱国主义伟力》
李斌《人民日报》 2019年11月14日

《让爱国主义旗帜永远高扬——礼赞70年新中国》
钟华论 新华网 2019年9月28日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是什么？

 新时代大学生应当怎样弘扬和践行爱国主义精神？

思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