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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并推进其

制度化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ꎬ 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党的政治纪律提供了思想

渊源ꎮ 他们认为ꎬ 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捍卫党的纲领ꎬ “决不拿原则做交易”ꎻ 要以维护无产阶级政

党权威为核心ꎬ 确保 “一致行动”ꎻ 同时以从严执纪作为重要保障ꎬ “绝对保持党的纪律”ꎮ 这些阐

释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根本遵循ꎬ 启示我们加强政治纪律建设要把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突出问题导向、 遵循党章、 严格执纪等作为重要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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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最重要、 最根本的纪律ꎬ 是全党在政治方向、 政治立场、 政治言论、
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ꎮ 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ꎮ 党的十八大以

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将政治纪律建设作为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ꎬ 修订、 出台

了一系列规章制度ꎬ 推进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向制度化方向发展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政

党建设的过程中ꎬ 科学阐述了捍卫党纲基本原则、 树立无产阶级政党权威、 坚持从严执纪等关于无

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思想ꎬ 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ꎮ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并不是泛泛而谈ꎬ 而是抓住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ꎬ 具有极

强的现实针对性ꎮ 在把握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现实针对性的同时ꎬ 加强对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的

探究ꎬ 把思想继承与解决现实问题有效结合起来ꎬ 才能更好地探寻政治纪律建设的内在规律ꎮ

一、 捍卫党纲基本原则是维护政治纪律的重要前提

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纲是党员政治生活的基本前提ꎬ 是对党的性质、 宗旨、 基本理论、 奋斗目标

及重大方针政策的基本规定ꎬ 集中体现了党的政治纪律和要求ꎬ 是全体党员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站

稳政治立场、 统一政治行动的一面旗帜ꎬ 是全党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ꎬ 也是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来源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ꎬ 党的纲领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的根本使命ꎬ 是指导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与行动

指南ꎬ 对无产阶级政党而言至关重要ꎮ 恩格斯指出: “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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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ꎬ 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

同ꎮ”① “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ꎬ 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ꎮ”② 马克

思进一步指出: “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

水平的里程碑ꎮ”③ 因此ꎬ 维护党的政治纪律ꎬ 应以捍卫党纲基本原则为切入点ꎮ
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消灭私有制、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等党纲

基本原则ꎮ 但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主张却与这些原则相悖ꎬ 马克思恩格斯为此与之展开了长期斗争ꎮ
机会主义是一种纷繁复杂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ꎬ 他们嵌入各种主义之中ꎬ 试图通过形形色色的所

谓 “社会主义” 与 “共产主义” 影响工人运动ꎬ 企图将工人纳入自己的队伍ꎬ 为实现本阶级利益而

服务ꎮ 如德国的 “真正的社会主义” 主张保留小私有制ꎬ 维护封建专制制度ꎻ 普鲁东主义主张工人

阶级放弃革命ꎬ 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良ꎻ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末到 ７０ 年代初的各种

改良主义思潮ꎬ 主张在政治路线上实行改良主义、 组织路线上实行宗派主义ꎬ 反对工人运动走上革

命斗争的道路等ꎮ 机会主义者总是打着解放无产阶级、 解放全人类的旗号迷惑无产阶级ꎬ 但实际上

却在阻碍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ꎮ 在与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斗争的过程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 «共产

党宣言»ꎬ 马克思撰写了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和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ꎮ 同时ꎬ 他们也批

判了两部偏离政治方向的纲领: «哥达纲领» 和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ꎬ 撰写了 «哥达纲领批判» 和

«１８９１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ꎮ 马克思认为ꎬ «哥达纲领» 既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

领———消灭私有制、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ꎬ 也没有坚持实现最高纲领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专政ꎬ
丝毫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立场与基本特征ꎮ 恩格斯也指出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 混乱不

堪、 毫无联系、 不合逻辑和丢人现眼的”④ꎮ 针对拉萨尔派的错误主张ꎬ 马克思提出: “如果一开始

就向他们声明ꎬ 决不拿原则做交易ꎬ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

划ꎮ”⑤ 马克思逐一揭露了 «哥达纲领» 的错误ꎬ 提出绝不能在公有制根本立场、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

家性质等问题上让步ꎬ 必须在根本原则问题上保持高度清醒ꎮ 这就划出了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触碰的

政治原则: 以维护党纲基本原则为出发点ꎬ 做到政治信仰不变、 政治立场不移、 政治方向不偏ꎬ 保

障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纲领与基本原则得到贯彻落实ꎮ
坚持党的阶级性与革命性ꎬ 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亦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ꎮ 为维护

这些原则ꎬ 马克思恩格斯拿起阶级斗争这一武器ꎬ 与一切危及党的阶级属性的机会主义作斗争ꎮ
１８７９ 年ꎬ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机会主义倾向ꎬ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党内的 “苏黎世三人

团”⑥ꎮ 他们未经党的代表大会同意ꎬ 就在党的新机关报上公开发表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 一

文ꎮ 他们认为ꎬ 反动派的进攻是由于党的片面性质引起的ꎬ 要求将党从一个 “片面的工人党” 改为

一个 “全面的党”ꎬ 工人阶级不应反对资产阶级ꎬ 而应服从其领导并通过宣传把他们争取过来ꎮ 马

克思恩格斯指出ꎬ 如果他们所想与所写一致ꎬ 就应劝其退党或者至少辞去在党内的职务ꎬ “如果他

们不这样做ꎬ 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⑦ꎮ 由此ꎬ 马克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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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政治立场不坚定、 公然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错误ꎮ 同时ꎬ “苏黎世

三人团” 还要求工人阶级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ꎬ 一味地走所谓和平、 合法的道路ꎮ 针对机会主义者

的主张ꎬ 马克思恩格斯在 １８７９ 年明确指出: “将近 ４０ 年来ꎬ 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ꎬ 认为它是历史

的直接动力ꎬ 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ꎬ 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

杠杆ꎮ” 但是ꎬ “苏黎世三人团” 认为ꎬ 对资产阶级 “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ꎬ 而应全面

地和解”①ꎮ 恩格斯认为ꎬ 他们在 “这里涉及的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都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ꎮ
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ꎬ 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ꎬ 为了表明我们在与资产阶级

斗争过程中的政治立场ꎬ 捍卫阶级斗争原则ꎬ 必须与 “苏黎世三人团” 决裂②ꎮ 可见ꎬ 维护党的阶

级性质、 坚持阶级斗争手段ꎬ 是党的纲领中的重要内容ꎬ 全党必须在党纲基本原则上守住政治底线ꎬ
始终维护党的阶级性、 先进性、 纯洁性ꎮ

政治上的坚定来自理论上的清醒ꎬ 只有系统、 全面地理解党纲并坚持党纲基本原则ꎬ 才能把握

党的政治纪律的真谛ꎮ 党纲中的基本规定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ꎬ 在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中起

统领作用ꎮ 任何情况下ꎬ 无产阶级政党都要在党纲基本原则上旗帜鲜明、 毫不动摇、 态度坚定ꎬ 这

是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的重要前提ꎮ

二、 树立政党权威是维护政治纪律的核心要义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ꎬ 是无产阶级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ꎬ 维护其权

威是方向性、 原则性问题ꎬ 事关党性与大局ꎮ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ꎬ 必须遵循这个基本原则ꎬ 牢

牢把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摆在重要位置ꎮ １９ 世纪的无产阶级运动ꎬ 内部宗派林

立ꎬ 外部面临各种反动势力的围剿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ꎬ
逐渐认识到树立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重要性ꎬ 并将之作为全党必须遵守的纪律ꎮ 恩格斯认为ꎬ 在阶

级对立的社会ꎬ 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ꎬ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ꎬ 才能消灭资产阶级剥削ꎬ
最终解放全人类ꎮ 因而ꎬ 为战胜资产阶级ꎬ 必须凝聚所有力量与之展开斗争ꎮ 在此过程中ꎬ 尤其是

“在危急关头ꎬ 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ꎬ 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③ꎬ 否则党

的团结一致性就会受到破坏ꎬ 无产阶级事业便无法取得成功ꎮ
为树立无产阶级政党权威ꎬ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搞宗派活动ꎬ 反对任何分裂党的行为ꎮ 在与

各种宗派主义的斗争中ꎬ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ꎮ １８６４ 年ꎬ 第一国际成

立ꎬ 巴枯宁主义者利用伪装手段钻进第一国际ꎬ 并在不久后于日内瓦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ꎬ 奉行

无政府主义ꎮ 该组织以个人主义为其世界观的基础ꎬ 强调绝对自由ꎬ 并认为国家意味着剥削与压迫

的存在ꎬ 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放弃政治斗争、 废除国家、 废除一切权威ꎮ 这些主张对国际

工人协会及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危害ꎮ 针对巴枯宁的荒谬观点ꎬ 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 “这里所

说的权威ꎬ 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ꎻ 另一方面ꎬ 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ꎮ” “把权威原则说

成是绝对坏的东西ꎬ 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ꎬ 这是荒谬的ꎮ”④ 恩格斯认为ꎬ 权威是一定

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客观现象ꎬ 未来社会国家与政治权威必然走向消亡ꎬ 但是 “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

０３１

«马克思主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２５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第 ３６２、 ３６０ 页ꎮ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０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４４４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３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３３７ 页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３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３３５、 ３３７ 页ꎮ



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ꎬ 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ꎬ 这显然是在历史

观上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ꎮ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废除国家权威ꎬ 但他们根本不懂得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①ꎮ 在实践中ꎬ 巴枯宁主义者私下搞宗派活动ꎬ 企图分裂第一国际ꎮ
他们不仅在舆论宣传上控制了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机关报ꎬ 疯狂攻击第一国际的各项决议ꎬ 而且在组

织上以汝拉地区为中心向外扩展社会主义民主同盟ꎬ 增强宗派分裂势力ꎬ 由此导致第一国际组织在

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公开分裂ꎮ 马克思对此十分愤怒ꎬ 指出ꎬ “既在国际工人协会之内、 又在协会之

外进行活动的第二个国际性组织的存在ꎬ 必将使协会陷于瓦解”②ꎬ 并在实践中与之展开不懈斗争ꎮ
１８７１ 年ꎬ 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伦敦代表会议决议ꎬ 要求第一国际的地方组织不得再用任何分裂性质

的宗派名称ꎮ １８７２ 年 ９ 月ꎬ 第一国际召开海牙代表大会ꎬ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会前搜集的巴枯宁危害

“国际” 的大量材料ꎬ 审查了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的分裂活动ꎬ 会议一致决定将巴枯宁及其亲信

开除出第一国际ꎮ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ꎬ 通过维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来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这是

维护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的根本与关键所在ꎮ 恩格斯曾多次强调: “巴黎公社遭到灭亡ꎬ 就是由于缺

乏集中和权威ꎮ”③ 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ꎬ 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ꎬ 在与巴枯宁无政府主

义者斗争的实践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逐渐认识到ꎬ 反对分裂、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与中央权威ꎬ 重点在

于坚定维护中央委员会的权威ꎮ 中央委员会是无产阶级政党坚强的领导核心ꎬ 是无产阶级团结一切

力量战胜资产阶级的重要保障ꎮ １８４７ 年通过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中就有明确规定ꎬ 中央委员

会是同盟的最高领导机关ꎬ 并对中央委员会的地位与性质作出了规定ꎮ １８６４ 年ꎬ 第一国际成立ꎬ 马

克思在 «协会临时章程» 中指出ꎬ “中央委员会是互相合作的各国协会之间的一个国际机构”ꎬ 其作

用在于 “在需要立即采取实际步骤例如在发生国际争端时ꎬ 使各国协会组织能同时一致行动”④ꎮ 这

就清晰地阐明了中央委员会对第一国际的重要作用ꎮ 伴随工人运动的发展ꎬ 马克思恩格斯对维护中

央委员会权威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ꎮ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巴枯宁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

第一国际内部不断叫嚣ꎬ 中央委员会只需发挥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作用即可ꎬ 不应执行严格的纪律、
不应享有高度的权力ꎬ 严重挑战中央委员会的权威ꎮ 马克思恩格斯为此撰写了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

裂» 一文ꎬ 强调中央委员会是第一国际中央常设组织ꎬ 应拥有绝对的权威ꎬ 揭露了巴枯宁通过削弱

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来瓦解第一国际的企图ꎮ 同时ꎬ 马克思恩格斯还通过增强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来切

实维护其权威ꎮ １８７２ 年召开的海牙代表大会ꎬ 规定了中央委员会须监督各支部遵守第一国际章程和

条例的原则ꎬ 并有权暂时开除违反原则的各级地方组织ꎮ 这就给予了中央委员会管理地方党组织的

权力ꎬ 有效防止了其他宗派分子混入国际工人协会ꎬ 维护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团结统一ꎬ 以确保革命

胜利ꎮ
综上所述ꎬ 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核心ꎬ 维护其权威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的基本规律ꎮ 无产阶级政党要深刻认识维护政党权威是全党必须遵循的重要政治原则ꎬ 是维护政治

纪律的核心要义ꎬ 否则就容易在政治上出现偏差ꎮ 任何情况下ꎬ 都要在维护政党权威基础上做到立

场坚定、 毫不动摇ꎬ 这是确保全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坚定根本政治立场的必然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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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严格执纪是维护政治纪律的重要保障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ꎬ 就要完善政治纪律制度体系ꎬ 更重要的是要抓政治纪律的落实执行ꎮ
政治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ꎮ 只有重视提高政治纪律的执行力ꎬ 把纪律的刚性约束树立起来ꎬ 严肃

查处违反和破坏党规党纪的各种行为ꎬ 才能充分发挥政治纪律的惩戒与约束作用ꎬ 切实减少和杜绝

违纪行为的发生ꎮ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ꎬ 通过党的章程来约束全体党员ꎬ 规范全党的政治行为ꎬ 凡是违反章程的党

员都必须接受处分ꎮ １８４７ 年通过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制定了一系列与政治纪律直接相关的党

纪规范ꎬ 例如明确要求所有盟员都一律平等ꎬ 必须坚决服从同盟的决议ꎬ 承认同盟的各项原则ꎬ 严

格保守同盟机密ꎮ １８６４ 年ꎬ 第一国际的 «协会临时章程» 也明确规定ꎬ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ꎬ 也没

有无权利的义务”①ꎬ 所有支部与会员都有义务去维护第一国际的基本原则ꎬ 服从第一国际的章程与

相关决议ꎮ １８７２ 年 ４ 月ꎬ 费拉拉工人协会表示ꎬ 希望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ꎬ 但是在其申请中要求拥

有一定的自治权ꎮ 恩格斯在给该协会的回信中强调ꎬ 中央委员会在批准之前ꎬ 需要费拉拉工人协会

对 “自治” 的含义作出解释ꎬ 并对自身是否同意遵守第一国际的章程与相关条例作出回应ꎮ 随后ꎬ
恩格斯指出ꎬ 第一国际的共同章程与组织条例ꎬ 是协会唯一的法律ꎬ 他们可能会使各支部的自治受

到一定限制ꎮ 但是ꎬ 各支部也应该明确ꎬ 国际不能有两种支部: 一种接受共同法律ꎬ 而另一种则拒

绝接受②ꎮ 对于巴黎的蒲鲁东主义者、 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等宗派势力违背工人阶级利益、 公开分

裂党的做法ꎬ 马克思则强调应当及时将这些宗派主义者清除出去③ꎮ １８９１ 年ꎬ 菲尔德利用工人党国

际联络书记 (即拉法格) 的许可在 «星报» 发表违反党纪的信件ꎬ 使党陷入了困境ꎮ 恩格斯对此进

行了强烈谴责并在致拉法格的信中强调ꎬ 应立即禁止菲尔德及其他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发表违反党纪

的言论④ꎮ 可见ꎬ 执纪必严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要求ꎮ 政治纪律一经制定ꎬ 就应

不折不扣地执行ꎬ 凡是违反党纪者ꎬ 不论资历深浅、 职位高低都不能纵容ꎮ
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指出ꎬ 要把有效实施党内监督与切实保障党员权利结合起来ꎮ １８８７ 年ꎬ 党

的执行委员会在调查艾威林夫妇美国之行的账目问题时ꎬ 在证据不足且未经党支部表决的情况下ꎬ
就将艾威林诬蔑成一个挥霍金钱与伪造账单的骗子ꎬ 并将相关材料送至监察委员会裁决ꎮ 对此ꎬ 恩

格斯严肃批评ꎬ 认为对党内成员使用与俾斯麦及美国资产者相类似的卑鄙诉讼程序是极端有害的ꎬ
党内应在核查全部账目及听取艾威林的充分申辩后再作出判断⑤ꎮ 可见ꎬ 在党内监督过程中ꎬ 必须

给予党员申诉权ꎬ 给党员说话的机会ꎬ 确保党内监督公平公正合理地进行ꎮ 同样ꎬ 面对无产阶级政

党内部出现的派别斗争ꎬ 恩格斯亦主张ꎬ 对党内不同意见不得压制ꎬ 允许开展党内批评ꎬ 用民主方

式有效处理党内纷争ꎮ 在 １９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中ꎬ 一些秘密团体内经常发生随意开除反对

派出党的现象ꎮ 这实质上是一种专制行为ꎬ 对党的发展十分不利ꎮ 对此ꎬ １８８９ 年ꎬ 恩格斯在致特里

尔的信中指出: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

和相互斗争ꎬ 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ꎬ 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ꎮ”⑥ 他强调ꎬ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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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党内批评的权利与自由ꎬ 对党内出现的反对派别ꎬ 如果非开除不可ꎬ 也只有在严重违纪、 证据

确凿的情况下ꎬ 才能开除ꎮ
纲纪不彰ꎬ 党将不党ꎮ 一个政党的强大ꎬ 不仅需要正确的理论ꎬ 还必须依靠严明的纪律ꎮ 无产

阶级政党必须通过严格执纪ꎬ 保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ꎮ 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传统ꎬ 是确

保党和国家事业走向胜利的基本条件ꎬ 也是维护政治纪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增强党内团结统一的

重要基础与保障ꎮ 但严格执纪的同时ꎬ 也需要坚持正确的执纪方式方法ꎬ 做到既要惩治违反政治纪

律的行为ꎬ 也要保障党员基本民主权利ꎮ

四、 新时代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为适应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ꎬ 中国共产党相继修订、 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ꎬ 不断补齐政治纪律建设

的短板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ꎬ 既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作出重要理论贡献ꎬ 也

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ꎬ 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ꎮ
１.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是政治纪律建设的首要任务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ꎬ 树立起强大的政党权威、 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核心ꎬ 是凝聚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确保无产阶级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的政治保障ꎬ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

原则ꎮ 这一思想启示我们ꎬ 在推进 “四个伟大”、 战胜 “四大危险” 与经受 “四大考验” 的过程中ꎬ
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ꎬ “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ꎻ 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ꎬ 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地位”①ꎮ 只有

遵循了这一原则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基础ꎮ 正如马克思所言: “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

自己ꎬ 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ꎮ”② 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关乎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 关乎人民根本利益ꎬ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ꎮ 这就要求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要将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贯穿始终ꎮ 同时ꎬ 维护政党权威不是抽象的ꎬ 而是

具体的ꎮ 马克思指出: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ꎬ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ꎬ 如果没有这

样的人物ꎬ 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ꎮ”③ 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发挥的中流砥柱作

用为历史所证明ꎮ 任何一个政党都需要有一个强大、 稳定的领导核心来带领全党前进ꎬ 新时代党的

政治纪律建设也应遵循这一政党建设思想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ꎬ 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ꎬ 以坚定的人民立场ꎬ 深刻把握复

杂的国内外发展大势ꎬ 使党经受住各种考验ꎬ 确保党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ꎮ
２. 建立健全政治纪律制度体系应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把政治纪律建设方面的成果、 经验总结上升为党内法规制度ꎬ 是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内在

要求与重要保障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党的建设的进程中ꎬ 结合时代发展要求ꎬ 对

政治纪律建设进行不断探索ꎬ 并逐步认识到应及时将政治纪律建设的成果制度化ꎮ 尤其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ꎬ 建章立制贯穿党的建设的全过程、 各方面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紧扣 “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个主题ꎬ 进行了重大战略部署ꎬ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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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政治纪律建设制度化ꎬ 不断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ꎮ 在将政治纪律建设成果、 经验上升为制

度的过程中ꎬ 应以党章为依据ꎬ 这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在要求ꎬ 也是

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根本遵循ꎮ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ꎬ 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党的总纲ꎬ
也称为党纲ꎬ 它是党章的核心内容ꎬ 因而也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

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过程中ꎬ 十分重视党的纲领的制定ꎬ 认为党纲是一个政党的旗帜与里程碑ꎬ
体现一个政党的性质、 宗旨、 指导思想ꎬ 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 组织原则、 党员的权利义务等ꎬ 指

明了党的前进方向、 树立起了全党行动的标杆①ꎮ 同时ꎬ 马克思还指出: “每个支部有权根据当地条

件和本国宪法的特点拟定自己的条例和章程ꎬ 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ꎮ”② 从马

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思想可以看出ꎬ 党的纲领与章程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 组织生活的重大原则ꎬ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ꎬ 对党员义务和权利以及党的纪律作出明确规定ꎬ 为统一全党思想与

行动提供了根本准则ꎮ 这启示我们ꎬ 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ꎬ 严格维护和遵守

党章中的政治原则ꎬ 按照党章确定的基本原则、 要求和任务ꎬ 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ꎮ 只有充分发

挥党章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核心引擎作用ꎬ 才能牢牢把握政治纪律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ꎬ 进而通

过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ꎬ 更好地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效能ꎬ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与保障ꎮ
３. 坚持问题意识是政治纪律建设的实践指向

马克思指出: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ꎬ 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ꎮ”③ 党的政治纪

律建设只有与现实问题相结合ꎬ 针对政治纪律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与薄弱环节ꎬ 统筹考虑、 综合施

策ꎬ 才能获得向前发展的动力ꎮ 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过程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抓关键问题ꎮ
他们坚决反对违反党纲基本原则的言行ꎬ 同时ꎬ 时刻警惕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搞宗派小集团ꎮ 在 «国
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中ꎬ 马克思深刻揭露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的危害ꎬ 并援引国际

工人协会章程与组织条例ꎬ 宣布 “不接纳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

会”④ꎬ 及时将巴枯宁等阴谋家、 分裂分子清除出去ꎮ 这些理论与实践都切中政治纪律建设的要害ꎬ
抓住关键问题ꎬ 增强了政治纪律建设的针对性与实效性ꎮ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ꎬ 同样应瞄

准现实问题ꎮ 综观当前实际情况ꎬ 党内部分违纪问题仍较为突出ꎮ 如个别人利用手中权力拉帮结派ꎬ
只要工作过的地方ꎬ 都圈出独立领地并在领地内结成利益联盟ꎻ 有的领导选人用人从来不向党组织

汇报ꎬ 将地方搞成了自己的私人领地或 “独立王国”ꎻ 有的干部热衷于家长式的作风ꎬ 喜欢提拔对

自己百依百顺的人ꎬ 将上下级关系搞成了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ꎬ 将党的干部当成了自己的家臣ꎬ 搞

得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ꎮ 习近平指出: “他们热衷干的事目的都是包装自己ꎬ 找人抬轿子、 吹喇

叭ꎬ 为个人营造声势ꎬ 政治野心很大ꎮ”⑤ 这就要求政治纪律建设突出工作重点ꎬ 坚持问题导向ꎬ 聚

焦政治纪律建设中常见的问题与实际工作中的违纪行为ꎬ 提出补短板、 强弱项的针对性措施ꎻ 应时

刻告诫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ꎬ 正确认识、 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ꎻ 任何时候ꎬ 个人都必须

服从于组织ꎬ 而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ꎮ 同时ꎬ “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ꎬ 对党尽忠不是

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⑥ꎬ 坚决清除党内的个人主义、 圈子文化、 宗派主义等糟粕ꎬ 团结党内一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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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于党的好同志ꎬ 切实维护党的团结统一ꎮ
４.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是政治纪律建设的关键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ꎬ 大力出台加强政

治纪律建设的规章制度ꎬ 一批标志性、 关键性、 基础性的党内法规制度已经基本建立ꎮ 过去部分党

员存在违纪问题ꎬ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纪律执行的宽、 松、 软问题ꎮ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

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ꎬ 坚持执纪必严、 违纪必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ꎮ 在创立无产阶级政

党之初ꎬ 马克思恩格斯就将所有成员一律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写入党的纲领ꎬ 要求全党共同履行义务、
共同遵守纪律ꎮ 事实上ꎬ 不论对普通党员亦或领导干部都应坚持守纪无特权、 执纪无例外ꎬ 才能保

证政治纪律的权威性与严肃性ꎮ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ꎬ 也应坚持这一原则ꎬ 在制定、 完善

政治纪律建设相关内容的同时抓好纪律的落实工作ꎬ 将从严执纪作为重要着力点ꎬ “党内决不允许

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 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①ꎮ 面对政治纪律执行存在的先紧

后松、 机械执行、 选择执行等问题ꎬ 各级纪委要进一步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力度ꎬ 始终把维护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摆在首位ꎬ 加强对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ꎮ 在此基础上压实执纪责任ꎬ 对党组

织和党员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ꎬ 按照 “依规、 严格、 及时” 等要求ꎬ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力度ꎬ
切实将执纪职责落到实处ꎮ 落实管党治党的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ꎬ 坚决做到有错必究、 有

责必问ꎬ 将 “两个责任” 落实在行动上ꎮ 通过监督执纪问责ꎬ 防止形成 “破窗效应”②ꎬ 切实解决政

治纪律 “执行难” 的问题ꎮ 同时ꎬ 在执纪的过程中要允许不同意见碰撞与争论ꎬ 要注意运用正确的

方式方法ꎮ 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执纪的目的在于保证党内团结统一ꎬ 而不是要走向惩办主义ꎻ 采取

组织手段处理违纪问题时ꎬ “要慎重稳妥ꎬ 经得起历史检验”③ꎮ 通过惩治少数ꎬ 震慑与教育多数ꎬ
最终从源头上防范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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