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之一

张春美

精神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 首次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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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伟大建党精神并作出深

刻阐释，号召全党继续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 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

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在全党全社会激

扬起继往开来、不懈奋斗的精神力量。

准确把握伟大建党
精神的科学内涵

伟大建党精神， 是中国革命精神

的总源头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

是中华民族独特气质的生动展示和民族

精神的最高升华， 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

客观世界、引领伟大变革的精神结晶，它

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科学内涵。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就是高扬马克

思主义真理旗帜， 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

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

上，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革

命理想高于天。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

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 把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统一起来、 同我们正在做的事统一起

来，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

惑，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披荆

斩棘、奋力前行。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始终坚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 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这是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一条

红线。 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 不管

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 我们党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坚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 无论面临多大挑

战和压力， 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

我们党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

而奋斗。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就是敢于迎难

而上 、敢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为实现

理想和人民幸福无私奉献。 不畏强敌、

不惧风险 、敢于斗争 、勇于胜利是中国

共产党的风骨和品质。 一百年来，我们

党遭遇了无数艰难险阻，经历了众多生

死考验 ，付出了巨大惨烈牺牲 ，一路走

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在斗争中

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就是对党、对

人民、对国家的赤胆忠心，自觉做到忠诚

干净担当。 忠诚于党、为民造福，是共产

党人至真至善的“大德”。 共产党人以德

为先，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忠诚老实、公道

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的价值观。 一

百年来， 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立志为党分

忧 、为国尽责 、为民奉献 ，勇于担苦 、担

难、担重、担险，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

热爱牢记在心目中、落实在行动上。

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
下去、发扬光大

精神是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

魂。中国共产党要永葆年轻，不变质不变

色不变味，就要赓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使其永远闪耀激励人心的光芒。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就要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从来不代表任何利

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

利益。 我们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

好生活而奋斗， 把传承红色基因与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实质性进展。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就要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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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同困难作

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 我

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强化底线思维，应

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

力 、解决重大矛盾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就要继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 理论上清醒 ， 政治上

才能坚定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当今时代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 我们

要深刻感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

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过

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

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如今，中国共

产党已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

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

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大要有

大的样子，大更要彰显精神的力量。在

新的伟大征程上， 继承和发扬伟大建

党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 向着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书写中国共产

党人新的精神史诗！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
学教研部教授 ，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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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于“诗歌级”C位的浦东美术馆，
向世界昭告上海的诗意与美好

建筑本身已惊艳世界，汇集多个全球首创

嘉宾：让·努维尔（法国著名建筑师、普利兹克奖得主） 陈晨（让·努维尔事务所合伙人、让·努维尔中国事务所负责人） 采访：范昕（本报首席记者）

坐拥“诗歌级”地理位置，
不参与城市天际线竞争，而辟
出无界延伸的艺术“领地”

文汇报：此前你将浦东美术馆所处的

地理位置比喻成“诗歌级”。 如此黄金的地

理位置给你的设计带来了什么样的灵感？

让·努维尔：小陆家嘴不缺少标志性
建筑物。 我和我的团队花了很长时间调
研，认为浦东美术馆这座建筑应该从属于
它所处的小陆家嘴、从属于黄浦江，而不
是参与到上海城市天际线的竞争中去。

我们选择让浦东美术馆成为一方艺
术“领地”。这像是沉静融合在广袤大地上
的雕塑，一整块延伸至江边、与地景及空
间小品自然而然连贯在一起的白色岩体。

美术馆建筑在这块岩体上被雕琢出来，表
面由 4公顷温暖的白色花岗岩覆盖。起伏
的景观和周围的大边缘，构成了一个边长
约 700 米的巨大 V 形线性花园， 分布着
雕塑、当代艺术品及灯光。 我特意想要模
糊美术馆与所处区域的边界，像是在和黄
浦江、和周边空间玩一场互动游戏。

文汇报： 浦东美术馆如何以建筑

的独特性 ， 表现出上海这座城市独特

的魅力 ？

陈晨：让·努维尔没有固定的设计风
格， 但他的每一个项目都一定会依据所
在区域给出回应。“为上海”与“传承”，是
让·努维尔在浦东美术馆设计竞标书第
一页开宗明义的关键词。 上海是国际一
流都市、国际金融中心，这座美术馆地处
黄浦江边，小陆家嘴金融区，场地的地标
性决定了它必须是国际一流的。让·努维
尔要为上海设计一座能够代表最高技艺
的世界顶级美术馆， 以供上海未来的建
设者以此作为承接， 继续为这座城市增
加地标性建筑。 这也是与市政府及浦东
新区的期望不谋而合的。

因而， 我们将浦东美术馆设计成了
一个具有“领地”概念的街区美术馆。并非
抵达美术馆主入口，而是当踏上东方明珠
门前铺着白色地砖的公共艺术花园时，踏
上滨江沿岸白色基座的观景平台时，你就
已进入浦东美术馆的领地，感受到艺术的
气息———这样的美术馆全球罕见。

时而穿行画中，时而品
读城市，舒适的观展体验正
是美术馆所释放的迷人诗意

文汇报：众所周知，你的作品擅长

运用光影，总是富于诗意。 在浦东美术

馆的设计中，你如何将光影与诗意注入

建筑？

让·努维尔：建筑就是艺术，浦东
美术馆必须证明这一点。 我们采取的
基本策略是， 让艺术成为建筑中最根
本的元素， 这样的设计理念可以说贯
穿于建筑的每一根线条、每一处空间、

每一个细节中。 诗意的维度在浦东美
术馆的表达中尤为重要。 建筑与艺术
在对话中永存， 艺术与诗性在建筑中
不断打磨彼此的意义。

美术馆西侧面向外滩的两个镜
厅 ， 是我们精心呈现的一个巨大惊
喜。 这是采用长 50 米 、高 18 米的大
玻璃上下叠放而创造出的两个巨大
内部空间 ，基底长 53 米 ，宽度为 5.2

米 ，以容纳艺术作品和观众 。 两处空
间内都安置了整面高反光的 LED 屏
幕 ，呈现变幻莫测的视觉景观 ，有时
成为装置空间或表演空间 ， 有时变
身视频空间 。 这甚至是一台观看外
滩的双全景投影仪，根据不同强度的
光线反射出外滩的双重全景，也把美
术馆艺术作品的反射片段叠加在外

滩的映像上 。 我们想借镜厅引入一个
超越场地、超越建筑的维度。 这来自现
代艺术之父杜尚的作品 《大玻璃 》中提
到的 “第四维度”———时间。 浦东美术
馆尽管不参与城市天际线竞争，却将通
过镜厅映出城市天际线 。 这种映射不
是水面上模糊的倒影 ，而是细致的 、可
阅读的。

对于美术馆而言，光线十分重要。镜
厅的设计使自然光的完全导入成为可
能。在美术馆常规的展厅里，同样有着很
多窗户，可以引入自然光，也可以在必要
时关闭， 还可以悬挂一道精致的帆帘以
过滤光线，创造固定的阴影。

文汇报：尽管体量较大，拥有交错丰

富的内部空间， 徜徉在浦东美术馆的观

展体验却颇为舒适。从建筑设计上来说，

这是如何做到的？

陈晨：浦东美术馆共有 13 个经典的
“白盒子”展厅，数量不少。我们意欲带给
公众不一样的参观感受， 一方面想规避
得不到喘息机会的观展， 另一方面想让
观众随时知道身处何处。 这样的考虑也
始终贯穿美术馆设计。

展厅以外， 我们设置了大量的公共
空间，比如首层大厅门前的艺术广场，滨
江 400 米长的艺术广场， 连接美术馆的
人行桥，正对外滩的镜厅，没有屋顶的空
中花园。 这些都将令观众在观展过程中
获得喘息的机会，欣赏风景的机会。这也
意味着， 美术馆的物理空间能够对其周
围城市的美丽景色作出各种各样的取景

与观景选择，让观众时而穿行画中，时而
品读城市。

建筑内部， 每一个展厅门前都辟出
一块公共空间，供大众聊天、放松、消化
展览， 甚至可以演变成多样化的展示空
间。展厅内不同明暗、高低的光线也调节
着空间的体验感。观众随处邂逅的，还包
括咖啡厅、顶楼餐厅、阅览休息室、文献
中心、少儿教育空间、艺术品商店等各种
功能性设计。

文汇报：浦东美术馆“以观众为中心”

的理念颇为引人注目。 除了观展的舒适，

还有哪些细节无形中渗透着这样的理念？

陈晨：以人为本、以观众为中心，是
浦东美术馆的核心， 也正是美术馆诗意
的一种体现。

美术馆本是殿堂级建筑物，然而，沿
着城市道路行走 ，不需要爬台阶 ，人们
便可借由微微起伏的坡道，直接步入浦
东美术馆大厅，这在国内的美术馆中可
以说绝无仅有。 并且，我们在大厅设置
了两个主入口，一个迎接从滨江方向汇
入的人流，一个迎接陆家嘴地铁站以及
东方明珠方向而来的人流。 这样的艺术
殿堂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一个真正与城
市道路、花园对接的空间。 同时为了方
便公众参观，美术馆二层也设有一条步
行天桥，连通滨江的观景平台。

环绕美术馆外墙，人们可以 360 度
无障碍地散步， 没有任何区域将大众挡
在外面， 也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能影响
到行人的安全。 28 米高的屋顶花园也是

360 度的城市观景台， 这里看不到任何
裸露在外的机房， 它们统统被我们用建
筑语言如扶手、栏杆、小盒子、种植园等
方式包裹起来。

美术馆参观过程中， 每一层的多个
展厅没有传统意义上美术馆前场和后场
的分别，而是全平面打开，让观众打破观
展顺序自由贯穿，这样的意义非常重大，

意味着观众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利。

这些细节都可谓运用了当今世界一
流的理念。

美术馆之于城市的魔力
才刚刚开启，还有更多惊喜有
待艺术家去创造、有待大众去
发现

文汇报：对于浦东美术馆的未来，你

报以什么样的期待？ 世界还可以报以什

么样的期待？

陈晨：从设计之初， 浦东美术馆就
致力于成为一座面向未来的美术馆。 其
展厅硬件可以承接全世界最珍贵的展品
和文物。 并且我们认为， 这里必须拥有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展示空间， 为上海这
座国际一流城市、 为小陆家嘴金融区贡
献一个世界一流的地标， 也为美术馆自
身赢得全球应有的学术地位。

浦东美术馆里的两个镜厅以及中央
展厅 X， 都是全球首创的特殊展示空
间。 它们将挑战世界上最顶级艺术家，

任其大开脑洞 。 以中央展厅 X 为例 ，

它位于建筑中心， 纵深 34 米、 长宽均

17 米 ， 贯通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 ，

“X” 之名即寓意无限可能 。 就是在中
央展厅 X， 蔡国强此次因地制宜地打造
了奇观装置 《与未知的相遇》。 不过镜
厅目前尚无艺术作品 “填充”， 还有待
艺术家 “起笔”。

即便在全球通行的 “白盒子” 展厅
里， 浦东美术馆也以对于天光多样化选
择的独特设计， 给艺术家和艺术布展创
造了更多可能性。

这些全球首创的设计， 都是为了让
浦东美术馆能够在全球知名城市的美术
馆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提伦敦的美
术馆， 我们不禁想到泰特现代美术馆，

它有着由工业遗存转身而来的涡轮大
厅； 一提纽约的美术馆， 我们不禁想到
古根汉姆美术馆， 它有着花状天窗装饰
而成的中庭； 一提巴黎的美术馆， 我们
不禁想到大皇宫美术馆， 它有着硕大的
玻璃穹顶……这些独一无二的空间， 成
就了多少艺术名家的经典作品。 与这些
世界顶级美术馆竞争， 浦东美术馆已经
拥有得天独厚的物理条件。 今天美术馆
超大独特空间真正的意义， 正是在于帮
助艺术家扬名全世界， 也帮助这家美术
馆扬名全世界。

让·努维尔：希望浦东美术馆能够成
为一张邀请函， 向世界上每一位对艺术
感兴趣的人、每一位艺术家发出邀约，给
他们多一个来到上海的理由。

▲浦东美术馆的镜厅能够映出外滩风景。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荨浦东美术馆为城市营造一种诗意、舒适的美。 陈颢摄

制图：李洁

这几天， 伫立于小陆家嘴
滨江城市 C位的浦东美术馆甫
一启幕，便刷屏网络，成为新晋
网红打卡地。 《光：泰特美术馆
珍藏展》《蔡国强：远行与归来》

等同时亮相的四大开馆展，集
结数百件艺术珍品， 掀起观展
热潮。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

由法国知名建筑师、 普利兹克
奖得主让·努维尔操刀设计的
这座美术馆， 其建筑本身就已
是惊艳世界的艺术品， 值得人
们慢慢走进，细细赏味。

与小陆家嘴鳞次栉比的
摩天大楼同框，浦东美术馆从
外观上看其实并不“出挑”。 它
为城市营造的是一种诗意的
美，舒适的美。 这样的美里，藏
着什么奥秘？ 如何悄然提升着
人们的幸福感？ 又为世界贡献
了一个怎样的美术馆范本？ 为
此，本报专访了法国著名建筑
师、 普利兹克奖得主让·努维
尔， 以及让·努维尔事务所合
伙人、 让·努维尔中国事务所
负责人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