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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主要经验

李正华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ꎬ 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

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ꎬ 始终重视自身的政治建设ꎬ 并积累了重要经验ꎮ 党在政治建设中积累的主要

经验是: 必须坚守正确政治方向ꎬ 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ꎬ 必须尊崇党章、 完善

并严格执行各项制度ꎬ 必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ꎬ 必须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ꎮ 这些经验是中国共

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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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的过程中ꎬ 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探索实践和创

新发展ꎬ 逐步建立起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形态与制度体系ꎬ 为夺取、 执掌、 巩固政权和建党、 执政、
兴国提供了有效的保障ꎬ 积累了丰富经验ꎮ

一、 坚守正确政治方向是重中之重

方向决定道路ꎬ 道路决定命运ꎮ 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ꎬ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

业兴衰成败ꎮ 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政治方向ꎬ 就是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的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ꎮ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昭示我们: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ꎬ 是指引中国发展

进步的旗帜ꎬ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ꎮ 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ꎬ 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武装全党ꎬ 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ꎬ 才能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ꎮ
１. 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

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前提ꎮ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ꎬ 是指引中国社会

前进的理论指南ꎮ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ꎬ 就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ꎬ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ꎬ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ꎬ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道路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ꎬ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

命实践相结合ꎬ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ꎮ 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

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党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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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过程中ꎬ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 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ꎬ 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在内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①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丰富和发展ꎮ 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ꎬ 回答了一系

列重大时代课题ꎬ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ꎬ 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ꎬ 指引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ꎮ
党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是 “根本问题”②ꎬ 如何坚持则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ꎮ 邓小平深

刻地指出: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ꎮ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ꎬ 才是我们所需

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ꎮ”③ “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ꎬ 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ꎬ 提出自己的方针ꎬ 所以才能取得胜利ꎮ”④

我们党正是靠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ꎬ 靠着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

不懈追求ꎬ 保持了全党意志和行动的统一ꎬ 塑造了广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品格ꎬ 引领了中

国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大成果ꎬ 但还远未结束ꎮ”⑤ 党的政治建设的

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ꎬ 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２１ 世纪马

克思主义新境界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ꎬ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ꎬ 是全党全

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行动指南ꎮ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ꎬ 必须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ꎬ 教育引导党员牢记党的宗旨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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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ꎮ
２. 必须制定和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

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主张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ꎬ 规定着党的政治任务ꎬ 决定着党的建设

方向和内容ꎬ 是党的生命线ꎮ 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ꎬ 就是制定一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路线ꎬ 以及

与这一路线相适应的方针、 政策ꎬ 并以此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ꎬ 步调一致地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

和党的总纲领而奋斗ꎮ 党的奋斗历程启示我们: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ꎬ 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任务和

政治路线来进行ꎬ 必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政治任务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ꎮ
党的二大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后ꎬ 经过艰辛探索ꎬ 制定了 “无产阶级领导的ꎬ 人民

大众的ꎬ 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ꎬ 取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党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ꎬ 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ꎬ 建

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ꎮ 党的八大制定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ꎮ 改革开放后ꎬ
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ꎬ 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⑦ꎮ

“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ꎬ 还要坚定ꎬ 就是说ꎬ 要有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ꎮ 这个方向是不可

动摇的ꎬ 要有 ‘富贵不能淫ꎬ 贫贱不能移ꎬ 威武不能屈’ 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ꎮ”⑧ 毛泽东曾反复

告诫全党ꎬ 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ꎬ 就将是一个盲目的、 不完全的、 不清醒的革命者ꎬ 在执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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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路线时ꎬ 就会迷失方向、 贻误工作ꎮ 党的历史反复证明ꎬ 什么时候党能够制定并执行正确的

政治路线ꎬ 党的力量就会壮大ꎬ 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ꎻ 反之ꎬ 党的力量就会削弱ꎬ 党的事业就会受

到损害ꎮ 遵义会议之前ꎬ 中国革命出现的失败和挫折ꎬ 原因即在于没有真正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的基本国情ꎬ 没有找准解决 “中国向何处去” 这一最根本的时代问题的政治方案和行动路

径ꎮ 遵义会议之后ꎬ 党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ꎬ 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总路线ꎬ 科学解决了革命的对象、 动力、 领导力量、 性质与前途等一系列基本政治问题ꎬ 为

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道路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ꎬ 党提出了反映时代特征、
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ꎬ 保证了国家长治久安和党的事业健康发展ꎮ

３. 必须围绕党的主要任务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ꎬ 就以实现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努力完成的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和国家

繁荣富强、 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为己任ꎮ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ꎬ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ꎬ 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ꎮ
为完成两大历史任务ꎬ 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ꎬ 制定和执行正确的

路线方针政策ꎬ 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ꎬ 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ꎬ 党曾经犯过右的和 “左” 的错误ꎬ 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 倾教条

主义者统治中央期间ꎬ 给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党领导人民在探索适合

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ꎬ 发生了 “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错误ꎬ 使社会主义事业

遭到挫折ꎮ 造成这些错误、 挫折的原因ꎬ 根本上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很

好地结合ꎬ 导致理论脱离了实际ꎮ 中国共产党人吸取教训、 总结经验ꎬ 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ꎬ 并在结合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ꎬ 不断提高党

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ꎬ 成功地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发挥政治指南针作用ꎬ 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

坚定 ‘四个自信’ꎬ 廓清思想迷雾ꎬ 澄清模糊认识ꎬ 排除各种干扰ꎬ 把全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ꎻ 就是要推动全党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贯彻到谋划重

大战略、 制定重大政策、 部署重大任务、 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ꎬ 经常对表对标ꎬ 及时校准偏差ꎬ
坚决纠正偏离和违背党的政治方向的行为ꎬ 确保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ꎻ 就

是要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守正确政治方向的坚强战斗堡垒ꎬ 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坚定不移沿着

正确政治方向前进ꎮ 对在政治方向上有问题的人ꎬ 必须严肃批评教育ꎬ 问题严重的要依照党纪进行

处理ꎮ”① 这是对党的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ꎬ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ꎮ

二、 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首要任务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ꎬ 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ꎬ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ꎮ 党的十

九大报告把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确立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ꎮ 历史证明ꎬ 什么

时候全党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ꎬ 党的事业就不断取得胜利ꎻ 离开了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ꎬ 党的领导就必然弱化ꎬ 党的事业就必然遭受挫折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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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必须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ꎮ 党之所以能够汇聚各方力量ꎬ
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 建设和改革ꎬ 不断取得新的成就ꎬ 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始终坚

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ꎬ 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ꎮ
党成立之初ꎬ 就强调全党服从中央ꎬ 并把它作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规定ꎮ

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规定ꎬ “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ꎬ 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

之”①ꎮ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 “个人服从组织ꎬ 少数服从多数ꎬ 下级服从上级ꎬ 全党服从中

央ꎬ 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ꎬ 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ꎬ 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

必须无条件的执行ꎬ 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ꎮ”②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ꎬ 在党内ꎬ
在革命队伍内ꎬ 我们有一条方针ꎬ 就是团结ꎬ 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ꎬ 首先就是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及

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ꎮ 党的七大把 “四个服从” 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写入党章ꎬ 并强调

“四个服从” 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ꎮ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ꎬ 对坚持集体领导、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作出明确规定ꎬ 要求每个党员把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

领导、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审议通过的 «关于

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强调ꎬ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

则”③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维护中央权威ꎬ 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ꎬ 是政治纪律ꎬ 是

绝对不能违反的ꎮ”④ 他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

首要任务ꎬ 改革和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ꎮ
２. 必须有一个有能力的党中央和全党公认的领袖

拥有一个有能力的中央和全党公认的领袖ꎬ 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ꎬ 也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条

件ꎮ 邓小平说: “党一定要有领袖ꎬ 有领导核心ꎮ” “领袖就是团结的核心ꎬ 他本身就是力量ꎮ”⑤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ꎬ 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ꎮ”⑥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

主席ꎮ 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ꎬ ‘文化大革命’ 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ꎮ 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ꎮ
因为有这个核心ꎬ 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ꎬ 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ꎬ 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

的ꎮ”⑦ “党的历史表明ꎬ 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ꎬ 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

有一个核心ꎮ 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ꎬ 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ꎮ 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

重大问题ꎮ”⑧

党在遵义会议前ꎬ “从陈独秀、 瞿秋白、 向忠发、 李立三到王明ꎬ 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

央”⑨ꎬ 革命事业屡遭重创ꎬ 形势岌岌可危ꎮ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ꎬ 我

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ꎬ 才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ꎬ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ꎬ 完

成新民主主义革命ꎬ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ꎬ 正是有以邓小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以胡锦涛同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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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ꎬ 才不断波澜壮阔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ꎮ”① 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ꎬ 党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ꎬ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

变革ꎬ 推动我国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 塑造力全面显著提高ꎬ 根本原因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ꎬ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ꎮ
３. 必须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确保党中央的政令畅通ꎬ 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核心要求ꎮ 维护党中央权威ꎬ 就是要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 政治原则、 政治道路上跟党中央保持绝对一致ꎮ 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ꎬ 任何党组织和个

人都不能口是心非、 阳奉阴违ꎮ 对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ꎬ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ꎮ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必须有体制机制的保证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党中央及时在中央人民

政府建立党组ꎬ 规定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 政策、 计划和重大事项ꎬ 必须经过党中

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ꎻ 成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的财经小组、 政法小组、 科学小组、 文教小组、
外事小组ꎬ 全面领导有关工作ꎮ”② 改革开放后ꎬ 党坚持并不断完善关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制度规定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制度性安排ꎬ “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

的领导体制机制”③ꎬ 这些制度举措为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供了有力

保证④ꎮ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从 “最初一公里” 走到 “最后一公里”ꎬ 需要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ꎮ 基层党

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 “最后一公里”ꎮ “最后一公里” 能否畅行无阻ꎬ 关系到党中央的

各项决策部署能否落地生根ꎮ 畅通 “最后一公里”ꎬ 必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ꎬ 让基层党组

织真正成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强堡垒和联系党中央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ꎬ 必须引

导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 真心实意深入群众中间ꎬ 努力提高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

力、 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ꎬ 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ꎬ 引导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ꎮ

三、 尊崇党章、 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是基本途径

尊崇党章、 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ꎮ 历史表明ꎬ 党的政治建设必

须按照党章的要求ꎬ 毫不含糊、 毫不动摇ꎮ 党章规定的政治立场、 根本宗旨、 根本目标ꎬ 必须始终

如一、 坚持不懈、 矢志不渝ꎬ 必须不断完善并严格执行党规党纪ꎮ
１. 必须尊崇党章并不断完善党章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ꎬ 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重要主张ꎬ
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ꎬ 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ꎮ 没有规矩ꎬ 不成方圆ꎮ 党

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ꎬ 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ꎮ”⑤

党章与党的事业紧密相连ꎬ 需要不断完善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ꎬ 已召开了 １９ 次全国代表大

会ꎬ 产生了 １ 部党纲和 １８ 部党章ꎮ 党的二大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章程»ꎬ 诞生了第一部党章ꎬ 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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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结合实际对党章进行修改ꎮ “在 ９０ 多年的奋斗历程中ꎬ 我们党总是认真总

结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经验ꎬ 及时把党的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的重要成果体现到党章中ꎬ
从而使党章在推进党的事业、 加强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ꎮ”① 尊崇党章并不断完善党章ꎬ
对于建设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ꎬ 意义重大ꎮ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 “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ꎬ 不能容许有破坏党

纪、 向党闹独立性、 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ꎮ”② 党的七大还明确规定: “党员个人服从

所属党的组织ꎬ 少数服从多数ꎬ 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ꎬ 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ꎮ”③ 这个规定的核

心要点ꎬ 在之后历次修订的党章中一直延续下来ꎬ 对于严肃党内生活、 加强党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党的十二大修订的党章对党如何发挥领导作用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

治、 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ꎮ 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 司法、 行

政机关ꎬ 经济、 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 独立负责地、 协调一致地工作ꎮ”④ 其中政治领导

是根本内容和根本方式ꎮ 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ꎬ 实现了党代会制度化ꎮ 对民主集

中制基本原则作出六项规定ꎬ 成为党内政治生活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遵循ꎬ 对进一步发展党内民

主ꎬ 保证全党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ꎬ

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ꎬ 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ꎬ 明确指出: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ꎬ 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ꎬ 以调动全党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为着

力点ꎬ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ꎬ 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ꎬ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⑤ꎮ 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ꎬ 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ꎮ 在

党章中首次提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ꎬ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ꎮ
２. 必须不断完善、 严格执行各项制度

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ꎮ 党规党纪是对党章的延伸和具体化ꎬ 是规范党员行为的

具体遵循ꎮ 邓小平指出: “领导制度、 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 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ꎮ 这

种制度问题ꎬ 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ꎬ 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ꎮ”⑥ 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

期ꎬ 强调要以制度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ꎬ 形成了一系列与党章相适应的政治建设方面

的制度和规矩ꎬ 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政治建设取得成效ꎮ
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就明确规定各地党组织不得自定政策ꎻ 凡关系全国的重大政治问题ꎬ

各地党组织不得违背中央立场单独发表意见ꎬ 言论行动有违背党章及大会决议案的ꎬ 必须开除党籍ꎮ
１９３８ 年ꎬ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 “四个服从”ꎮ 在延安整风中ꎬ 党中央制定了 «关于统一抗日根据

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关于健全党委

制的决定» 等ꎬ 确认和强调了全党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ꎬ 加强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陆续制定、 修订了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中国

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国共产党问责

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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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等党内法规ꎮ 还制定了中央

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工作规则ꎬ 探索建立巡视制度ꎬ 并把维护党中央权威、 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情况作为党内监督的首要任务ꎮ 这些制度机制ꎬ 严明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 确

立了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基本原则ꎬ 保证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ꎮ
３. 必须加强党章党规的学习教育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ꎬ 重要的是要严格遵守党章党规ꎮ 要通过不断地开展和加强党性教育ꎬ
增强全党遵守纪律和规矩的自觉性ꎮ

中国共产党是特别重视学习的党ꎮ 党成立后ꎬ 就规定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

须参加支部组织ꎬ 过组织生活ꎬ 虚心听取批评ꎻ 注意严肃党内政治生活ꎬ 教育培训干部ꎬ 提升干部

的党性ꎮ 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ꎬ 到执掌全国政权后持之以恒开展的整党运动与党内集中学习

教育活动ꎬ 全党正是通过学习ꎬ 统一思想、 整顿作风、 加强纪律、 纯洁组织、 总结经验和教训ꎬ 达

到团结和统一ꎮ 仅从改革开放的开启至党的十八大期间ꎬ 党中央就开展了 ５ 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ꎬ
党的十八大以后ꎬ 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成为常态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党中央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 “学党章

党规、 学系列讲话ꎬ 做合格党员” 学习教育ꎬ 将党内教育由 “关键少数” 领导干部扩大到了全体党

员ꎬ 将学党章党规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ꎮ 通过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ꎬ 实现了全党的大团

结ꎬ 切实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ꎬ 改善了党的形象ꎬ 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ꎬ 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ꎮ

四、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基础工程

政治生态是党风、 政风、 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ꎮ “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ꎬ 是党的优良作风

的生成土壤ꎬ 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ꎬ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

力的重要条件ꎬ 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历史使命的有力保障ꎬ 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ꎮ”① 历史表明ꎬ 一个健康洁净的政治生态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赖以发展的重

要基础ꎮ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ꎬ 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性工程ꎬ 对于实现全党的思想、 意

志、 行动统一ꎬ 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贯彻执行ꎻ 对于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

革新、 自我提高的能力ꎬ 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ꎬ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１. 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ꎬ 是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 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ꎬ 是解

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 “金钥匙”ꎬ 是广大党员、 干部锤炼党性的 “大熔炉”ꎬ 是纯洁党风的 “净化

器”ꎬ 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前提ꎮ 只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ꎬ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 时代性、
原则性、 战斗性ꎬ 才能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②ꎮ 党的政治先进性ꎬ 需要通过严格的党内政

治生活ꎬ 加强党性锻炼ꎬ 在实践中维护和保持ꎬ 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ꎮ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最重要的是要突出党内生活的政治特质ꎬ 旗帜鲜明讲政治ꎮ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ꎬ 周恩来指出: “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ꎬ 提高政治的水平线ꎮ 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地讨论一

切党的政治问题ꎬ 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ꎮ”③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ꎬ 毛泽东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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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ꎬ 科学化”①ꎮ 这就赋予了党内生活的主题以政治特

性ꎬ 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般社会组织的重要特征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政治问题ꎬ 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②ꎬ “全

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ꎬ 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ꎬ 把对党忠诚、 为党分忧、
为党尽职、 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ꎬ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③ꎮ 党员干部必须对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心存敬畏之心ꎬ 时刻绷紧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之弦ꎮ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ꎬ 必

须旗帜鲜明讲政治ꎬ 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ꎮ 讲政治ꎬ 是我们党补钙壮骨、 强身健体的根本保

证ꎬ 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 增强自我净化能力、 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ꎮ 什么

时候全党讲政治、 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ꎬ 我们党就风清气正、 团结统一ꎬ 充满生机活力ꎬ 党的事

业就蓬勃发展ꎻ 反之ꎬ 就弊病丛生、 人心涣散、 丧失斗志ꎬ 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ꎬ 给党的

事业造成严重损失ꎮ”④

党内政治生态受到污染、 从政环境受到破坏往往是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被破坏开始的ꎮ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没有守住ꎬ 其他纪律和规矩也会随之失守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

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生态这个概念ꎮ 随后他多次强调: “做好各方面工作ꎬ 必须

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ꎮ”⑤ “解决党内存在的种种难题ꎬ 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ꎬ 也就是要有一

个好的政治生态ꎮ”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摆在突出的位置来抓ꎬ 勇于

面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ꎬ 通过唤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ꎬ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ꎬ 补足精神之

钙ꎬ 锻造坚强领导核心ꎬ 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ꎬ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ꎬ 以顽强意

志正风肃纪ꎬ 在 “打虎拍蝇猎狐” 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ꎬ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系ꎬ 压实管党治党

责任ꎬ 积极营造讲政治的良好风气ꎬ 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ꎬ 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ꎬ 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和战斗力显著增强ꎮ

保证党内政治生活质量ꎬ 必须制定科学严密的制度规范ꎮ 推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化、 经常化、
规范化ꎬ 抓住党的领导干部这一党内政治生活的实践主体和党内政治生态的建设主体ꎬ 在党内生活

中磨砺党性ꎬ 充分利用党的组织生活载体ꎬ 推进党内政治生活建设ꎬ 创新党的组织生活方式方法ꎬ
激发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机活力ꎮ

２. 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ꎬ 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

严肃党内生活ꎬ 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ꎬ 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中的各项制度ꎬ 充

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ꎬ 为营造风清气正、 海晏河清的党内政治生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ꎮ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ꎬ 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ꎮ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ꎮ 延安

时期ꎬ 党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ꎬ 明确提出了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和 “集中指导下

的民主” 的经典表述ꎬ 阐明民主集中制的运行原则ꎬ 健全民主集中制ꎮ 自此以后ꎬ 党 “坚持民主基

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ꎬ 既充分发扬民主ꎬ 又善于集中统一”⑦ꎬ 形成了既严肃规范

又生动活泼的党内政治生活ꎬ 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载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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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必须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ꎬ 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

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ꎮ 党在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ꎬ 注意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ꎬ
把它作为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和政治历练的必修课、 常修课ꎬ 作为洗涤党员、 干部思想和灵魂的

有力武器ꎮ 毛泽东在 «古田会议决议» 中指出: “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 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

器ꎮ”① 在党的七大上ꎬ 毛泽东将自我批评概括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ꎬ 并第一次将 “批评和自我

批评” 写入党章ꎮ 毛泽东还详尽阐释了党内批评的原则与方式ꎬ 要求防止主观武断和批评庸俗化倾

向ꎮ 一方面ꎬ “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ꎬ 不要证据的乱说ꎬ 或互相猜忌ꎬ 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

纷ꎬ 破坏党的组织”ꎻ 另一方面ꎬ 如果 “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ꎬ 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

的君子ꎬ 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②ꎮ
实践证明ꎬ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ꎬ 越是任务艰巨、 形

势复杂ꎬ 越是在爬坡过坎的攻坚期、 闯关夺隘的决战期ꎬ 就越需要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ꎮ
能够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我们党就会有凝聚力、 创造力和战斗力ꎬ 党领导的事业就顺

风顺水、 蓬勃发展ꎻ 反之ꎬ 就会给党领导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ꎮ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坚持实事求

是ꎬ 必须增强政治敏感性ꎬ 讲党性不讲私情ꎬ 必须把握明辨是非的标准ꎬ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ꎬ 努力

创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ꎮ 只有这样ꎬ 才能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成为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

重要手段ꎮ
３. 必须营造健康洁净的政治文化

“党内政治生活、 政治生态、 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ꎬ 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ꎬ 对政治生

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ꎮ”③ 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文化土壤能够涵养和维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

态ꎬ 温润和滋养党员的思想和灵魂ꎮ 不良政治文化是污染党内政治生态的毒壤ꎬ 容易产生党内贪污

腐败、 党员干部精神懈怠以及能力不足等严重问题ꎬ 削弱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积极营造健康洁净的政治文化ꎬ “弘扬忠诚老实、 公道正派、 实事求

是、 清正廉洁等价值观ꎬ 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 分散主义、 自由主义、 本位主义、 好人主义ꎬ
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 圈子文化、 码头文化ꎬ 坚决反对搞两面派、 做两面人”④ꎮ 挖掘吸收优秀

传统政治文化的有益营养和思想精髓ꎬ 继承弘扬革命文化ꎬ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 把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全过程ꎬ 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ꎬ 巩固党的

意识形态主阵地ꎬ 增强甄别外来政治文化的能力ꎬ 自觉抵制外来腐朽政治文化的侵蚀ꎮ 党的十九大

把 “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ꎬ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⑤ 写入新修订的党章ꎮ
党中央构建反腐败协同工作机制ꎬ 充分协调和调动各种资源进行反腐败斗争ꎬ 形成强有力的反

腐败合力ꎬ 营造 “山清水秀” 的从政环境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

益集团ꎬ 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 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ꎮ 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ꎬ
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ꎬ 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ꎬ 而这项工作

做得越早、 越坚决、 越彻底就越好ꎮ”⑥

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ꎬ 坚决铲除圈子文化、 好人主义、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不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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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文化ꎬ 正风肃纪ꎬ 惩治腐败ꎬ 纠正 “四风”ꎬ 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ꎬ 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ꎬ 提高

了党的威望ꎮ

五、 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重要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 植根于人民、 服务于人民ꎮ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ꎬ 是历史的真正创造

者ꎬ 是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ꎬ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ꎬ 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ꎬ 把赢得民心民意、 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

力点ꎮ 这是对党的政治建设历史的深刻总结ꎮ
１. 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

中国共产党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ꎮ «共产党宣言» 阐明了共产党人为无产阶

级和绝大多数劳动者而斗争的政治立场和主张ꎮ «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对党员的诸多规定和要求中ꎬ
核心的也是 “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的政治立场ꎬ 保持 “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的

政治追求ꎮ 党没有与人民利益对立的党派私利ꎬ 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ꎬ 这是中国共产党强大力

量的根基所在ꎬ 也是保证基业长青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党成立以来ꎬ 在坚持党的宗旨问题上一以贯之ꎮ 党始终坚持同人民在一起ꎬ 坚持尊重社会发展

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ꎬ 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ꎬ 坚

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ꎮ 强调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ꎬ 把坚守正确的政治立场

和政治追求当作凝聚同志、 实现理想的根本性问题ꎬ 强调人民群众是党的最根本的力量所在ꎬ 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①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 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ꎮ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党章中的规定: 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利益ꎬ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ꎮ 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ꎬ 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ꎮ”② “坚持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ꎬ 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 党的力量在人民ꎬ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

人民ꎬ 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ꎬ 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ꎮ”③ “以
人民为中心” 的价值理念ꎬ 生动诠释了党的根本立场、 根本宗旨ꎬ 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人民性ꎮ
只有坚持人民立场ꎬ 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ꎬ 党才能避免患得患失ꎬ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ꎬ 带

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ꎮ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ꎬ 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ꎬ 这

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历史有力证明ꎮ 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政治ꎬ 弄清楚我是谁、 为

了谁、 依靠谁这个重大问题ꎬ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ꎬ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ꎬ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ꎮ

２. 必须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推进党的建设的鲜明主线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ꎬ 也是党的政治本色和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ꎮ 中国共产

党的奋斗史就是一部密切联系群众ꎬ 为人民群众争权益、 谋福祉的历史ꎮ 毛泽东指出: “我们共产

党人好比种子ꎬ 人民好比土地ꎮ 我们到了一个地方ꎬ 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ꎬ 在人民中间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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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ꎮ 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ꎬ 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ꎬ 要关心群众ꎬ 帮助他们解决困

难ꎮ”① 刘少奇指出: “党的群众路线ꎬ 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ꎬ 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

线ꎮ”② 在实践中ꎬ 党形成了反映党群关系规律的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ꎬ 一切依靠群众ꎬ 从群众

中来ꎬ 到群众中去ꎬ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ꎮ 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ꎬ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ꎬ 经受住了胜利和挫折、 高潮和低潮、 顺境和逆境考验ꎬ 成为任何

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 摧不垮的党ꎬ 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ꎮ
为了牢固树立群众观ꎬ 党形成了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的好传统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的

延安整风运动ꎬ “极大地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ꎬ 全党树立了系统的群众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

众的观点ꎬ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ꎬ 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ꎬ 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ꎮ
在新世纪新阶段ꎬ 我们党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ꎬ 全党认识到: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

本动力ꎬ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ꎬ 始终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理论

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的根本依据ꎬ 始终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ꎬ 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

本利益不懈奋斗”③ꎮ 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ꎬ 使全党形成共识: 让群众

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ꎬ 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ꎻ 得民心者得天下ꎬ
失民心者失天下ꎬ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ꎮ 党的十九大以后开展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ꎬ 使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ꎬ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ꎬ 切实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ꎬ 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ꎬ 在解决群众看病难、 上学难、
就业难、 住房难等操心事、 揪心事上ꎬ 以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期盼ꎬ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 拥

护和支持ꎮ
以人民为本、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ꎮ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ꎬ 必

须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ꎬ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ꎬ 不断

培元固本、 开拓创新ꎬ 并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ꎮ
３. 必须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

建党百年来ꎬ 党在领导人民为完成和推进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的伟大实践中ꎬ 始终秉持立党为

公、 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ꎬ 急人民之所急、 想人民之所想ꎬ 与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ꎬ 手挽手、 心连

心ꎬ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 认同、 拥护和支持ꎬ 党得以强基固本ꎬ 从只有 ５０ 多名党员ꎬ 发展成为

有着 ９０００ 多万名党员、 ４５０ 多万个基层党组织、 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ꎬ 成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ꎬ 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第一大执政党ꎮ
党要赢得民心ꎬ 最根本的就是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ꎬ 始终把人民的期盼变成党的奋斗目标ꎮ
新时代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ꎬ 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前所

未有的新挑战和新要求ꎮ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ꎮ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ꎬ 期盼有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

作、 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 更优美的

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ꎮ 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ꎬ 就是要紧紧抓住并着力解决好这个主要

矛盾ꎬ 大力弘扬求真务实、 锐意进取、 实干苦干的作风ꎬ 从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入手ꎬ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ꎬ 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ꎬ 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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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ꎮ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取向ꎬ 要在不断发展的基

础上ꎬ 努力把促进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ꎮ 通过创新制度安排ꎬ 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

义的现象ꎬ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的权利ꎬ 让每个人都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ꎬ 共

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ꎬ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ꎬ 实现共同富裕ꎮ 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

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ꎬ 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ꎬ “堵漏洞” “补短板” “固底板”ꎬ 让人民群

众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ꎮ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ꎬ 腐败问题对党的伤害极大ꎬ 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ꎻ 人民群众最

厌恶 “四风”ꎬ 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ꎬ 关系人心向背ꎬ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ꎮ 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

要求ꎬ 就是要以零容忍态度ꎬ 坚决彻底铲除这个寄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ꎬ 就是要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ꎬ 坚决反对 “四风” 特别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ꎬ 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

新、 自我提高能力ꎮ
时代是出卷人ꎬ 我们是答卷人ꎬ 人民是阅卷人ꎮ 顺应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ꎬ 就是要将党一切工

作的成败得失由人民来检验ꎬ 以人民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

标准ꎬ 把党的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植根于思想中ꎬ 落实到行动上ꎬ 体现在标准里①ꎮ
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ꎬ 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

政的党ꎬ 始终重视政治建设ꎮ 从革命时期提出的 “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ꎬ 到建设

时期提出的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ꎬ 再到改革时期提出的 “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政治问题ꎬ 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ꎬ 新时代ꎬ 更是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ꎬ 提出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②ꎮ 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于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全过程ꎬ 蕴含着政党

政治的一般规律ꎬ 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观的理论传承与创新发展ꎬ 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 由

弱到强的独特优势和重要法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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