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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取得一项又一项伟大成就,榜样教育始终融汇于宏伟的历史进程中。榜样
教育作为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方法,对于提升全民思想道德素质、营造社会主义正能量的积极
氛围产生巨大推动。榜样教育的科学内涵及鲜明特点,对赋予榜样教育新的时代意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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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one after another after one hundred
years. Model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integrated in the magnificent historical process. Mode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our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y of the whole peopl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sitive atmosphere
of positive socialism.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role model edu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guiding role in giving role model education a new era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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