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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1 年版）》的修订工
作已于 2021 年 7 月完成，8 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
版发行。这是该教材自 2007 年出版以来的第七次
修订。在此将教材修订情况作出说明，并对教学提
出相应建议。

一、教材修订的基本思路和大致经过
本次教材修订工作是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修订工作的
要求和部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办
公室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本次教材修订的基本思路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整
个修订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全面完整、科学准确地体现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和制度创新成果，在准确、深入、结合上下功夫。
力争使教材与实践同频共振，与时代同向同行，力
求真正做到让教师好用、学生好学，在可读性、通
俗性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和突破。
编写组在认真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
党历史论述摘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的基础上，
在梳理分析一线教师和学生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的
基础上，创新工作方式，实行小组、中组、全组统
稿相结合，层层把关，经过四次全体会议、两轮小
组集中以及各中组、小组多次线上线下会议，反复
切磋、修改打磨，于 6 月中旬形成修订稿，送工程
咨询委员书面审议。7 月上旬，编写组在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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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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的基
础上，根据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工程咨询委员审议
意见，组织逐章、逐节、逐目集中审改和统稿定稿，
形成 2021 年修订版送审稿。7 月下旬送审稿获批后，
教材编写组又对教材做了再核对、再完善，并形成
定稿。

二、教材修订的重点
本次教材修订的重点如下：
一是进一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
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这条红线贯穿于教材中。教材
编写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在教材导言和各个章节中，引用习近平关于中国近
现代史重大问题、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要历史
阶段的相关论述，以起到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效
果。如在第一至第三章中补充习近平关于中国近代
史的重要论述，增写了冯子材抗法、甲午海战等英
雄事迹；在第八章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部分，加强
对抗美援朝战争中革命英烈事迹的介绍和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的论述。全书还充分吸收和体现了习近平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如在导言部分用“七一”
重要讲话中的最新表述进一步深化主题主线，在第四
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新局面”中，补充了
“伟大建党精神”等重要内容，调整了相关表述。
二是进一步突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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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党史、新中国史研究
的最新进展，教材编写组对原教材中旧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结构进行调整，同
时对其篇幅也作了相应调整。在章节设置上，取消
原教材三编和三个综述的设置；在吸收原导言及三
编综述精华的基础上扩写导言；将原第八章“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第九章“社会主义
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两章合并为 2021 年版教
材的第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篇幅上，适当压减原教材
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两部分内容，适当增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时期，重点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部分的篇幅。2021 年版教材的正文，含导言和第
一至第十章（共设 36 节）。其中第十章“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由原教材的三节十目扩写
为三节十八目，第三节第五目为“隆重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对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七
一”重要讲话等内容做了补充。第十章的篇幅由原
教材的 2 万多字增至近 6 万字。2021 年版教材中，
各个历史时期的字数占比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4%，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 1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 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3%。全书各
部分比例关系更为合理。
三是进一步提高内容的准确性、针对性和可读
性。2021 年版教材在与《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
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对表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和
吸收了《简史》及《大事记》的相关内容，保证了
全书关于重大观点、重大事件、重大判断的表述与
《简史》和《大事记》保持一致。同时，对全书引
文进行了全面核查，增补了大量注释。在具体行文
中，注重在史论结合上下功夫，力求做到史实准确，
概括精当；在让教材“史”的味道更加突出的同时，
注重对史实背后的历史逻辑进行揭示、点评。同时
注重点面结合，增加历史细节，增强可读性，各章
节均有稍展开的历史事件。注重发挥思政课育人功
能，通过补充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18

2021 年第 9 期 / 总第 273 期

英烈事迹，加强革命精神、民族气节、英雄气概等
方面的内容。此外，在各章的标题下，加写了 200
字左右的历史背景帽段。
四是进一步创新呈现形式。教材中补充了大量
图片、图表、链接等，有助于帮助学生开阔视野、
提升兴趣、深化认识。为进一步增强历史教材的现
场感和画面感，教材挑选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场照
片、绘画、文件、手稿等多种类型的图片 23 幅。
为进一步用历史事实说明问题，让数据说话，教材
精心选择了 6 幅统计图表，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名录、抗日战场的战绩、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就
等多方面的内容，以给学生更加直观清晰的印象。
由于教材容量有限而中国近现代史资料非常丰富，
本次教材修订借鉴中宣部、教育部组编的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辅导用书的经验做法，增补了 60 个二
维码链接，包括经典文献、史料原文、观点辨析、
统计资料、英烈故事、新闻报道等多种类型，为学
生提供了丰富的课上和课下阅读资料，成为教材正
文的拓展和补充，初步形成了一个立体化的内容体
系。在导言和各章之后，对所列必读文献和延伸阅
读文献做了扼要导读。

三、教材各部分修订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导言
导言共含三个目：中国近代史综述；中国现代
史综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目的和要求。修订的
主要内容为：
一是在开篇部分增写了一段话。即“中国共产
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
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历史使命。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团结带
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
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
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根本保证。”这段话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百年来的历史和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二是在第一、第二目中，将原教材中的三编综
述内容做了压缩、整合，使其重点和精华更加突出。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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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第三目中，改写了原教材中关于学习本
课“应当达到以下要求”的第三、第四、第五点。
其中改写后的第五点是：
“通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
树牢唯物史观，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确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
题主线、主流本质，警惕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二）关于第一章至第三章
第一章至第三章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历史。
1. 第一章的修订
一是改写了章标题。将原教材中的该章标题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改为“进入近代后中华
民族的磨难与抗争”，以全面概括该章的内容。
二是在章下共设四节。其中第一节为“鸦片战
争前后的中国与世界”，扼要阐述了导言中不便展
开，但又应该述及的有关内容。
三是在第一节第一目下，通过改写精炼和升华
了原教材中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概述。如其中写
道：“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是世界上少
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体
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民
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
因，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是在第三节中，将原教材的一个子目标题
“义和团运动与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破产”列为目
标题，作为该节的第二目，以利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和评价义和团运动。
2. 第二章的修订
一是改写了章标题。将原教材中的该章标题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改为“不同社会力量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这样表述更完整。
二是改写了第一节的标题。将原教材中的该节
标题“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改为“太平天
国运动的起落”，使其指向更具体。
三是整合、压缩和精炼了原教材中的若干表述。
3. 第三章的修订
一是改写了第二节的标题。将原教材中的该节
标题“辛亥革命与建立民国”，改为“辛亥革命与
中华民国的建立”，使表述更完整。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二是对各节下的目标题及文中阐述的相应内
容做了适当调整，使表述更准确、精炼。
（三）关于第四章至第七章
第四章至第七章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历史。
1. 第四章的修订
一是改写了章标题。将原教材中的该章标题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改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和
中国革命新局面”，使标题指向更明确。
二是改写了一个节标题和两个目标题。将原教
材第二节的标题“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共
产党诞生”，改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与中国共
产党诞生”；将原教材第一节第二目的标题“十月
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改为“十月革
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这两处改写，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程的表述更加精准。此
外，将原教材第二节第三目的标题“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及其意义”，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意
义”，这一表述与章标题的相应内容“成立”用词
一致。
三是在第三节中增列了第三目“大革命的失败
及其教训”，以利深刻记取历史教训。
四是对原教材中若干内容做必要删减与整合。
如删减了第一节第一目“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
潮流”中的若干引文，整合了该目中的子目，使重
点更为突出。
五是补充、调整了一些重要内容。如在第一节
第三目“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
根据 2019 年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
上的讲话，对“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和意义”做了
补充和调整，深化了对五四运动的认识。
2. 第五章的修订
一是改写了两个节标题。将原教材第一节的标
题“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改为“中国共产
党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将第二节的标题“中国
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改为“中国革命在曲折
中前进”，从而完善和精炼了节标题。
二是改写了三个目标题。将原教材第一节第三
目的标题“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改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
2021 年第 9 期 / 总第 273 期

19

导 刊 专 稿

开辟”；将原教材第二节第二目的标题“中国革命
的历史性转折”，改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
折”；将原教材第二节第三目的标题“总结历史经
验，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改为“红军长征胜利
和迎接全民族抗战”。改写后的标题，更好地反映
了这段历史。
三是根据标题设置，整合、精炼了相应内容；
根据 2021 年 2 月初习近平在贵州考察调研期间对
遵义会议的最新论述，补充了重要内容。如教材写
道：“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
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3. 第六章的修订
一是改写了四个节标题。将原教材第一节的标
题“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改为“日本
发动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将原教材第三节
的标题“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改为“抗日
战争的正面战场”；将原教材第四节的标题“中国
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改为“抗日战
争的中流砥柱”。改写后的表述更精当。
二是整合、改写了部分目标题。将原教材第一
节第二目的标题“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
重灾难”，改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统治”；将
原教材第二节第二目的标题“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
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改为“抗日救亡
运动的兴起”；将原教材第二节第三目、第四目的
标题（分别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民族抗
战开始”）整合为新的第三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建立与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将原教材第四节第
一目的标题“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方针”，
改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将
原教材第四节第二目的标题“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游
击战争的发展及其战略地位”，改为“敌后战场的
开辟与游击战争的发展”；将原教材第四节第五目
的标题“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
作”，改为“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
作”。上述改写，提升了表述的精准性、规范性和
精炼度。
三是调整部分目和子目的设置，有的删掉个别
子目标题，有的补充了新的子目标题。如第一节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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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的各两个目下都不再设子目，这样安排有利
于合理压缩字数。又如在第四节第六目“中国共产党
的自身建设”下，增设了子目“中共七大和毛泽东思
想指导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引导学生重视了解
中共七大和学习毛泽东思想。
四是根据修改后的各级标题，对文中相应部分
的内容进行整合、增删。修改后，进一步突出了重
点，简练了语句。
4. 第七章的修订
一是改写了章标题。将原教材该章的标题“为
新中国而奋斗”，改为“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修改后的表述，所指历史时段更明确。
二是改写了三个节标题。将原教材第一节的标
题“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改为“从
争取和平民主到击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将原
教材第二节的标题“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
中”，改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和第二条战线
的形成”；将原教材第三节的标题“中国共产党
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改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
党派的团结合作”；将原教材第四节的标题“创
建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改为“建立人民民
主专政的新中国”。前两项修改，使表述突出了
“史”的味道，第三项修改使表述更完整，最后
一项修改，使节标题的关键词之一“建立”，与章
标题的用法相一致。
三是改写了部分目标题。将原教材第一节第二
目的标题“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
争”，改为“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
坚决反击”；将原教材第二节第二目的标题“土地
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改为“解放区的土地改
革运动与农民的广泛发动”；将原教材第三节第四
目的标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
格局的形成”，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将原教材第四节第三目
的标题“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改为
“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基本经验”。修改后
的表述，准确性和规范性得到提升，加强了对中国
革命胜利意义的论述。
四是根据不同情况，或整合减少子目，或将原
来的目标题改为子目标题。如将原教材第一节第二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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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下所设的三个子目减少至两个；原教材第三节第
三目的标题为“第三条道路的幻灭”，修改后其成
为新的第三目下的第一个子目。
（四）关于第八章
第八章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
修订后的第八章共含五节。其中第一节至第三节，
涵盖了原教材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
确立”的内容；第四节、第五节，涵盖了原教材第
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内容。
该章的主要修订为：
一是重新设计了五个节标题。分别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党在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实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社会主义
道路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
二是重新设计了大部分目标题。该章共含 16
个目，除第四节的两个目外，其余 14 个目的表述
都对原教材有不同程度的修改。如修改后的第一
节三个目分别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考验”
“巩固新政权的伟大斗争”“为社会主义改造创
造条件”。修改后的第五节四个目分别为：“‘大
跃进’及初步纠‘左’的努力”“国民经济调整
和‘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文化大
革命’内乱及其历史教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成就”。
三是新设置了若干子目标题。如在第一节第二
目中列了五个子目标题，其中第三子目的标题为：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除旧布新”。
四是根据重新设置的目标题和子目标题，以及
根据习近平一系列相关重要讲话精神等，对原教材
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体现在各节中。以充实和增
写的内容为例，如加强了对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抗美援朝战争的多方面的论述；比较充分地阐述了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伟大意义”；实事求是
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等。
（五）关于第九章
第九章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的历史。章标题为“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该章共含四节，涵盖了原
教材第十章四节的内容。其主要修订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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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四个节标题做了部分修改。将原教材中
第二个节标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局面的展开”，改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将原教材中第三个节标题“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改成“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 21 世纪”；将原教材中第四
个节标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改成“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
二是对目标题做了若干修改。修订后的该章共
16 个目，比原教材多了 3 个目，其中不少目标题都
做了修改。如原教材第一节的三个目分别为：“历
史性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的起步”“拨乱反正
任务的胜利完成”。修订后的三个目分别为：“历
史性的伟大转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拨
乱反正的完成”“改革开放的起步”。总体看，这
样设置更顺畅。
三是由于目标题做了较多修改，子目设置及其
标题也有若干调整。如在第一节“改革开放的起步”
目下，共设置了五个子目：“国民经济的调整”“农
村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
展开”“对外开放的启动和创办经济特区”“党和
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子目的相应调整，使改革
开放起步的样态及线索更显清晰。
四是根据修改后的各个目标题和子目标题，对
原教材的相应内容进行调整、改写。
（六）关于第十章
第十章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
的历史。该章的修订，是本次教材修订的重中之重。
一是在章标题和所设节数不变的情况下，将其
所涵盖的内容扩展延伸至 2021 年 7 月 1 日。即章
标题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节数
仍为三节，但内容由原来的 10 个目扩展为 18 个目。
其中第一节 7 个目，反映党的十八大召开至十九大
召开前的历史；第二节 6 个目，反映党的十九大召
开至十九届五中全会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召开期间的历史；第三节 5 个目，反映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后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召开期间的历史。
二是通过子目的设计，具体反映各部分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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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如第三节第一目“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共设五个子目，分别为：“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
贡献”“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
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
一新，增添了自立自强的信心勇气”“党群干群关
系明显改善，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
牢固”“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
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第五个子目最后
一段中写有：“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
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
志性成果。这一成就的取得，凝聚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
干出来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四、教学建议
根据本次教材修订的基本精神，主要对如何使
用本教材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要把对教材的使用，建立在下功夫认真
研读党和国家一系列有关重要文献的基础上。2018
年版教材以反映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为截止时限。教材修订 3 年多
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更加伟大
的成就，积累了更加宝贵丰富的经验。这期间，党
和国家一系列相关重要文献，从最重要的方面反映
了这段时间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其中特别是：
2019 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前后的一
系列重要文献、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斗争
的一系列重要文献、2021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前后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部分重要文
献已列入 2021 年版教材的必读文献中。学懂弄通
这些重要文献精神，并把有关内容反映到教材中，
是做好教材修订工作的前提之一，也是用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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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前提之一。为此，
还要重视对 2021 年“七一”后发表的党和国家的
一系列相关重要文献（如 2021 年 8 月 26 日，中宣
部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
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在教学全过程中，要充分重
视自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党
史观”。
第二，要认真学习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启动后由
中宣部组织编写的相关重要书籍，其中包括：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中国共产
党简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问答》。此外，还要重视学习中宣部组织有关单
位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等。
第三，要充分重视对两部大事记的学习和运
用。第一部是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其由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10 月出版，全
文 6.3 万余字（曾在 2019 年 9 月 28 日《人民日报》
上刊载）。第二部是《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1921 年 7 月—2021 年 6 月），由人民出版社 2021
年 7 月出版，全文近 10 万字（曾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人民日报》连载）。
第四，要充分运用 2021 年版教材所列的“必
读文献”和“延伸阅读文献”，以及教材提供的 60
个二维码链接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助力教师引导
学生学习。
第五，要充分重视根据 2021 年版教材的内容
和教育部规定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学时
要求，合理安排教学计划，保证对教材基本内容的
全覆盖，特别是要保证第十章的教学学时。
（执笔人：仝华）
责任编辑：陈绍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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