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

赵秀华

【内容提要】 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ꎬ 必须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ꎮ “自我革命” 的内涵可

以从三个层面理解: “守正” 为本ꎬ 坚持对的ꎬ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ꎻ “革故” 为先ꎬ 破字当头ꎬ 纠正

错误ꎬ 修正偏差ꎻ “鼎新” 为要ꎬ 与时俱进ꎬ 善于出新、 创新ꎮ 党的自我革命ꎬ 必须坚持底线思维ꎬ
恪守党的阶级基础、 群众基础、 理论基础等边界和原则ꎬ 还要同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ꎬ
做到 “守正”ꎮ “革故”ꎬ 直面问题ꎬ 正确对待错误ꎻ 破字当头ꎬ 避免思想僵化ꎻ 刮骨疗毒ꎬ 向党内

顽瘴痼疾开刀ꎮ 无论 “守正”ꎬ 抑或 “革故”ꎬ 最终都要落实到 “鼎新” 上ꎬ 体现在党自身的与时俱

进、 从严治党的新发展等方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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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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革命ꎬ 这一重大实践课题也

引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密切关注ꎬ 成果频出ꎮ 对于党的自我革命的基本内涵ꎬ 学者从不同视角给

出了不同的阐释①ꎬ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启迪ꎮ 但这些解读散见于不同的著作ꎬ 不利于读者全

面把握ꎮ 在新时代ꎬ 要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不断提高自我革命的实效ꎬ 很有必要对其科学内

涵予以探究ꎮ

一、 概念阐释: “革命” 与 “自我革命”

要准确理解自我革命ꎬ 有必要先对 “革命” 一词的内涵予以回顾ꎮ 对照 «新华字典»ꎬ “革” 字

作为动词ꎬ 首要含义是 “改变”ꎬ 如革新、 革命ꎮ 对于 “革命”ꎬ «新华字典» 给出了三种解释: 原

义是改变命运ꎻ 现指改变社会制度、 建立新社会的群众运动ꎻ 亦指改造旧技术、 旧思想的运动ꎮ
“革命” 一词: 一些学者根据英文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把内涵解读为 “循环往复” “复兴回归” 等义②ꎻ
一些学者把革命理解为纯粹的暴力革命③ꎻ 另一些学者把社会看作一个大系统ꎬ 把革命解读为这一

大系统的自我调适、 自我变革④ꎻ 还有学者综合上述第二、 三两种观点ꎬ 把革命分为狭义的暴力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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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广义的社会改造①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 “革命” 的论述颇多ꎬ 其丰富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１) 与政

权直接关联的政治革命ꎮ 这个层面的革命指向社会制度、 政权、 统治阶级等的更替ꎬ 通常与暴力相

关ꎬ 被称为传统的、 本义的、 狭义的革命②ꎮ 正如恩格斯所说: “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 刺刀、
大炮ꎬ 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ꎮ”③ 毛泽东也说: “革命是暴动ꎬ 是一

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ꎮ”④ (２) 与政权非直接关联的社会革命ꎮ 该层次的革命涵盖人类

社会的一切政治、 经济与社会生产、 社会生活、 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ꎬ 这些领域的活动和变革致力

于积极 “改变世界”ꎬ 被学术界称为 “广义的、 类似哲学范畴的” 革命⑤ꎮ 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对

“革命” 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暴力ꎬ 革命就是要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ꎬ 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的一切行为⑥ꎬ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ꎬ 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

践”⑦ꎮ (３) 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变革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ꎬ 革命领导力量的自我革新是革命的题中

之义ꎬ 之所以要革命ꎬ “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ꎬ 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

陈旧的肮脏东西ꎬ 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⑧ꎮ (４) 对革命精神的回归ꎮ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注重革

命ꎬ 还非常注重革命的精神ꎮ 针对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类似复兴、 回归、 循环往复等现象ꎬ 马

克思指出ꎬ 对于一些伟大事件的再版或再现ꎬ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ꎬ “在这些革命中ꎬ 使死人复生是

为了赞美新的斗争ꎬ 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ꎬ “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ꎬ 而不是为了

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⑨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ꎬ 在这里ꎬ 复兴、 回归、 复活、 循环往复的恰恰是革

命所不可缺少的 “革命精神”ꎮ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视阈下 “革命” 一词的科学内涵ꎬ 还应从以下三个维度予以把握ꎬ 并着重

厘清革命同 “改良” “改革” 之间的关系ꎮ 一是价值目标维度ꎮ 狭义的革命是要 “推翻” “打碎”
旧政权、 建立新政权ꎬ 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ꎻ 改良则是试图完善、 修补和维持现有政权ꎮ 从这个维

度上看ꎬ 革命是排斥改良的ꎮ 二是革命形式维度ꎮ 革命可以是激烈的、 强制的、 暴力的、 自下而上

的ꎬ 也可以是缓和的、 不流血的、 自上而下的ꎬ 正如恩格斯所说: “对于我这个革命者来说ꎬ 一切

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ꎬ 不论是最强硬的ꎬ 还是看起来最温和的ꎮ” 立足这一角度ꎬ 革命

并不绝对排斥改良ꎬ 马克思曾把通过上层改良最终实现革命的德意志帝国赞誉为 “一个特种的革

命”ꎮ 但改良能否最终转化为革命ꎬ 取决于其变革的内容及程度ꎮ 三是革命过程维度ꎮ 革命的本质

是质变、 是质的飞跃ꎮ 但质变也有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ꎮ 改革虽不改变现有政权ꎬ 但也能实现生产

力的解放ꎬ 所以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ꎮ 综上ꎬ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 “革命” 的丰富内涵

中ꎬ 我们还可以解读出以下三层潜在含义: 第一ꎬ 坚守、 回归ꎬ 比如对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弘扬ꎮ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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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ꎬ 修正、 调适和完善ꎬ 比如以革命为目标的改良ꎮ 第三ꎬ 创新ꎬ 无论是新政权的建立ꎬ 还是其他

领域的革命ꎬ 其质的变化都撇不开一个 “新” 字ꎮ

回到 “自我革命”ꎬ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应该如何理解呢? 习近平说过ꎬ 要兴党

强党ꎬ 就必须 “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ꎬ “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 守正出新中实现自

身跨越ꎬ 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①ꎮ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 “革故鼎新、 守正出新”

八个字ꎮ 同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相呼应ꎬ 党的自我革命的内涵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把握: 第一ꎬ “守

正”ꎬ 即坚持对的ꎬ 继承党的优良传统ꎮ 这是自我革命的边界和底线ꎬ 是党进行自我革命须臾不能

偏离的基本原则ꎬ 是不可忽略、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ꎮ 自我革命是通过系统性的革新、 完善和提高来

实现革命性的自我进步ꎮ 第二ꎬ “革故”ꎬ 破字当头ꎬ 纠正偏差ꎬ 修正错误ꎮ 这是党自我革命最基本

的内容和要求ꎮ 习近平强调ꎬ 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ꎬ “首先要刀刃向内、 敢于

自我革命ꎬ 重点要破字当头、 迎难而上”②ꎮ 如果党内出现政治生活不严肃不认真、 政治生态受到污

染等问题ꎬ 就意味着党自身的功能失调ꎮ 党意识到功能失调问题的存在是自我革命的前提ꎬ 党有刮

骨疗毒的勇气和决心则是实现自我革命的关键ꎮ 第三ꎬ “鼎新”ꎬ 与时俱进ꎬ 善于出新、 创新ꎮ 这是

更高层次的自我革命ꎮ 纠正偏差和错误ꎬ 只能保证党不会犯错ꎬ 但并不代表党的能力及综合素质的

必然提升ꎮ 为了自我完善、 自我提高ꎬ 党还必须把与时俱进、 善于创新囊括进来ꎬ 只有不断创新ꎬ

才能实现党系统的、 和谐的、 平缓的自我革新和变革ꎮ

二、 “守正” 为本ꎬ 不忘初心

自我革命是贯穿党近百年历史的一个优良传统ꎬ 但必须恪守一定的基本原则ꎬ 这是确保党的自

我革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障ꎬ 更是近百年来党始终不忘初心的根本原因ꎮ

１. 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 恪守基本原则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ꎬ 是为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ꎬ 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ꎬ 巩固党的

执政基础ꎮ 党的执政基础ꎬ 除了经济基础、 社会基础之外ꎬ 还主要包括阶级基础、 群众基础和理论

基础ꎮ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ꎬ 坚守党的性质ꎮ 党章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ꎬ 同

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ꎮ 习近平强调ꎬ “把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作为政治

责任”③ꎮ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④ꎬ 要保持党的性质ꎬ 必须不断增强这一基

础ꎬ 这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基本前提ꎮ 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变化ꎬ 无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调整ꎬ

无论党自身要与时俱进地采取何种方式变革、 变革到何种程度ꎬ 党的性质都不能变ꎬ 这是不可逾越

的底线ꎮ 在这方面ꎬ 苏共背离党的阶级基础ꎬ 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苏共垮台的惨痛教训ꎬ 我们必须

始终记取、 时刻以之警醒自身ꎮ

扩大党的群众基础ꎬ 恪守党的宗旨ꎮ 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ꎬ 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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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党长期执政的深厚根基ꎮ 当前ꎬ 如何客观公正地用好权力ꎬ 如何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ꎬ
成为对党的一大考验ꎬ 如果忽略这一点ꎬ 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随时都有可能丧失ꎮ 因而党

中央反复强调: “把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 具体落实到行动上ꎬ 着力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ꎬ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ꎬ 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

和群众基础ꎮ”①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必须是党自我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一方面ꎬ 党没有任何私

利ꎬ 使得党扩大群众基础成为 “可能”ꎮ 党章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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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另一方面ꎬ 毛泽东说: “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ꎬ 就要当工具ꎬ 自觉地

当工具ꎮ”③ 党的自我革命ꎬ 最终也是为了更好发挥人民群众实现利益之 “工具” 的重要作用ꎬ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终极追求ꎮ
增强党的理论根基ꎬ 高擎党的旗帜ꎮ 第一ꎬ 高擎党的理论旗帜ꎬ 关乎党的前进方向ꎮ 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根本ꎬ 可以说 “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理想ꎬ 就没有中国共产

党ꎬ 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④ꎮ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西方敌对势力无时无刻不在企图使我们党改变

颜色、 更换旗帜ꎮ 对此ꎬ 党中央反复强调: “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ꎬ 马克思主义

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ꎬ 就会土崩瓦解ꎮ”⑤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时代背景下ꎬ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ꎬ 必须坚守信仰、 高擎旗帜ꎬ “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 以党的

方向为方向、 以党的意志为意志”⑥ꎮ 第二ꎬ 以科学理论为武装ꎬ 保持党的先进性ꎮ “没有先进理论

武装的党ꎬ 不可能是先进的党ꎻ 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ꎬ 不可能发挥先进战士的作用ꎮ”⑦ 所

以ꎬ 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过程中ꎬ 党中央反复强调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ꎬ 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ꎬ 更好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ꎮ
２. 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

党的自我革命ꎬ 所革除的是落后的、 不合时宜的东西ꎬ 但绝对不能以此为借口丢掉党的优良传

统以及历史上一些好的做法ꎮ 相反ꎬ 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ꎬ
体现在对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坚守、 继承和丰富发展ꎮ

理论联系实际ꎮ “坚持真理ꎬ 修正错误” 是党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和方法ꎮ 真理是指党的指导

思想ꎬ 讲的是理论ꎻ 修正错误要在实践中完成ꎬ 离不开客观实际ꎮ 这二者紧密相关ꎬ 坚持真理就要

勇于善于修正错误和偏差ꎬ 修正错误要以拥护和坚持真理为前提ꎬ 概括起来ꎬ 就是实事求是、 理论

联系实际ꎮ 毛泽东说过: “实事求是ꎬ 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ꎬ 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

度ꎮ”⑧ 但问题是ꎬ “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ꎬ 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

扣”⑨ꎮ 这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ꎬ 我们党正是通过对偏离 “理论联系实际” 的一

次次纠正ꎬ 才能不断走向胜利ꎮ １９２９ 年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就是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ꎬ
决议指出八种错误思想的根源都是本本主义ꎬ 强调要教育党员注重调查研究ꎮ 在此基础上ꎬ １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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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毛泽东先后写了 «反对本本主义» 和 «调查研究» 两篇文章ꎬ 进一步对全党进行理论联系实际

的教育ꎮ 粉碎 “四人帮” 以后ꎬ 在实际工作中也曾一度出现理论与实际运用相脱节的问题ꎮ 后来正

是通过对 “两个凡是” 错误方针的纠正ꎬ 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ꎮ 在新时

代ꎬ 自我革命的内容首先必须是对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坚守、 回归和复位ꎮ
密切联系群众ꎮ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①ꎬ 而党自我革命的目的是清除党的

执政隐患ꎬ 这就必须坚守党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优势ꎮ 然而ꎬ 当前党的这一优势面临不小的考验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多次告诫全党ꎬ 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ꎬ “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

中发生的贪污腐败、 脱离群众、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题”②ꎬ 严重败坏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光

辉形象ꎮ 事实上ꎬ 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ꎬ 遇事同群众商量的少了ꎬ 与群众同甘共苦的意识淡薄了ꎮ
遇事同群众商量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途径ꎬ 毛泽东说: “要坚决走群众路线ꎬ 一切问题都要和群

众商量ꎬ 然后共同决定ꎬ 作为政策贯彻执行ꎮ”③ 邓小平曾严肃地指出ꎬ 革命胜利之后ꎬ 一些老资格

骄傲自满ꎬ 觉得群众没知识ꎬ 不能认真地听群众意见ꎬ 这就造成不顾群众ꎬ 处理问题独断专行、 简

单化、 命令主义等不良倾向ꎬ “这个毛病是危险的ꎬ 非犯大错误不可”④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

多次强调遇事要同群众商量ꎬ 并对此作出详细指导: “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ꎬ 要在这

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ꎻ 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 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ꎬ 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

泛商量ꎻ 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ꎬ 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ꎮ”⑤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 向密切联系群

众优良作风的回归ꎬ 必然是党自我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批评与自我批评ꎮ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ꎬ 也是正确解决党内矛盾、 增强党的团结的

锐利武器ꎬ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途径和方法ꎮ 毛泽东说: “我们的武

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干部间ꎬ 官兵间ꎬ 军民间ꎬ 将问题摆出来ꎬ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ꎬ 就可以

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ꎬ 就能真正地团结了ꎮ”⑥ 并特别指出: “不要有这样的空气: 似乎犯不得错误ꎬ
一犯错误就不得了ꎬ 一犯错误ꎬ 从此不得翻身ꎮ 一个人犯了错误ꎬ 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ꎬ 只要他确

实有了自我批评ꎬ 我们就要表示欢迎ꎮ”⑦ 虽然批评与自我批评被看作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科

学方法ꎬ 但一段时间以来ꎬ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状况却令人堪忧ꎬ 习近平严肃地指出: “现在ꎬ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 ‘利器’ 在很多地方变成了 ‘钝器’ꎬ 锈迹斑斑ꎬ 对问题触及不到、 触及不深ꎬ
就像鸡毛掸子打屁股不痛不痒ꎬ 有的甚至把自我批评变成了自我表扬ꎬ 相互批评变成了相互吹

捧ꎮ”⑧ 在新时代ꎬ 党的自我革命必须致力于精心打磨 “钝” 了的 “利器”ꎬ 以恢复其解决党内矛

盾、 纠正错误的强大功能ꎻ 广大党员干部要勇做自我革命的战士ꎬ 就要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

争作表率ꎮ

９４

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１２０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９ 页ꎮ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７０ 页ꎮ
«毛泽东文集» 第 ８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２７２ 页ꎮ
«邓小平文集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 » (中)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３０４ 页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２ 卷ꎬ 北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ꎬ 第 ２９３ 页ꎮ
«毛泽东文集» 第 ３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ꎬ 第 ６９ 页ꎮ
«毛泽东文集» 第 ８ 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３０９ 页ꎮ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ꎬ 第 ３１６－３１７ 页ꎮ



三、 “革故” 为先ꎬ 破字当头

中国共产党的自愈力是建立在善于自我检视、 勇于直面问题、 敢于动刀施药基础之上的ꎮ 这种

刀刃向内刮骨疗毒、 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ꎬ 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朝气的秘密所在ꎮ 习近平指出: “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ꎬ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ꎬ 敢于直面问题ꎬ 勇于自我革命ꎬ 具有极强

的自我修复能力ꎮ”① “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ꎬ 凡是损害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ꎬ 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ꎮ”②

１. 直面问题ꎬ 正确对待错误

以问题为导向修正错误ꎬ 是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首要体现ꎬ 是从严管党治党自觉性的充分彰显ꎬ

也是党足够自信的标志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和成就ꎬ “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

持了自我革命精神ꎬ 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ꎬ 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ꎬ 一次次

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③ꎮ

第一ꎬ 以科学态度看待错误ꎮ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敢于试错、 不怕犯错ꎬ 就是因为懂得错误是一

种客观存在ꎮ 毛泽东认为ꎬ 探索中的失误错误是避免不了的客观现象ꎬ “说错误都可以避免ꎬ 只有

正确ꎬ 没有错误ꎬ 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④ꎮ 这是在告诉我们ꎬ 要尊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ꎮ

我们认识世界的任务ꎬ 不是一次能完成的ꎬ 而是一个多次反复、 无限深化的过程ꎬ 是一个从不熟悉

到逐渐熟悉的探索过程ꎮ 既然陌生和不熟悉ꎬ 出现偏差失误也就不可避免ꎮ 邓小平说: “工作中发

生错误不要紧ꎬ 经验总是从实际斗争中积累下来的ꎮ 现在中国共产党路线正确了ꎬ 但这是从不知多

少次的错误中才确立起来的ꎮ”⑤ 所以ꎬ 错误也是经验、 也是财富ꎬ 甚至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

件ꎮ 第二ꎬ 以积极心态应对错误ꎬ 变错误为武器ꎮ 犯了错误并不可怕ꎬ 关键在于是否有勇气承认错

误、 是否有决心改正错误、 是否有能力把错误转化为智慧和正能量ꎮ 毛泽东说过: “凡是错误认识

了ꎬ 纠正了ꎬ 就取得了经验ꎬ 就会变成好武器ꎮ”⑥ 第三ꎬ 以谨慎的态度对待错误ꎬ 不主动犯错ꎮ 敢

于在探索中试错犯错ꎬ 善于将错误转换为经验和财富ꎬ 并不是鼓励大家故意犯错ꎬ 更不能以此为借

口 “大错误不犯ꎬ 小错误不断”ꎮ 对于这一点ꎬ 毛泽东曾说: “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

也不要紧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ꎬ 犯得小一些ꎮ”⑦

２. 破字当头ꎬ 避免思想僵化

正确对待问题与错误仅仅是 “革故” 的一个基本内涵ꎬ 并非全部ꎮ “革故”ꎬ 还要破 “旧”ꎬ 把思

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 旧框框和老做法中解放出来ꎮ 所以ꎬ 从实质上讲ꎬ “革故” 就是一个

思想解放的过程ꎬ 因为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ꎬ 解放思想是首要的”⑧ꎮ

事实上ꎬ 党在历史上的任何飞跃和进步都同 “革故” 和解放思想密切相关ꎮ 比如ꎬ １９３８ 年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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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ꎬ 批评了王明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ꎬ 会议 “号召全党必须努力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ꎬ 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ꎬ
反对教条主义”①ꎬ 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ꎮ 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党的历史上的 “左”、
右倾错误ꎬ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ꎬ 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

解放运动ꎬ 成为 “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

大思想解放运动”②ꎬ 在全党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ꎮ “文化

大革命” 结束后ꎬ 邓小平指出: “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ꎬ 不解放思想ꎬ 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

来ꎬ 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ꎮ”③ 新时代ꎬ 改革进入攻坚区ꎬ 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亟待破解ꎬ 习近平突

出强调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改革ꎬ “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ꎬ 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

和矛盾ꎬ 坚决冲破不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思想观念束缚ꎬ 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ꎬ 坚决清除各方面

体制机制障碍”④ꎮ 因此ꎬ 推进党的自我革命ꎬ 必须努力革除一切偏颇的、 陈旧的、 跟不上时代的思

想观念ꎬ 真正实现思想上的与时俱进ꎮ
３. 刮骨疗毒ꎬ 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

如果说修正错误是革表层之 “故”ꎬ 解放思想是去里层之 “僵”ꎬ 那就还有一个深层问题需要解

决ꎬ 这就是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顽瘴痼疾ꎮ 诸如腐败现象、 “四风” 等问题ꎬ 给党的形象和战斗力

带来了较大损害ꎮ 所以ꎬ 习近平反复强调ꎬ “我们党只有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

大社会革命的同时ꎬ 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ꎬ 敢于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ꎬ 使

党不断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⑤ꎬ 才能不断纯洁党的组织、 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ꎮ 侵蚀党肌体健康的病毒不少ꎬ 其中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是典型代表ꎮ
贪污腐化现象突出ꎮ 贪污腐化现象的实质是权力如何使用ꎮ 每个党员干部都懂得 “权为民所

赋、 权为民所用”ꎬ 可 “贪官惩治不完” 的尴尬局面尚未根本改变ꎮ 毛泽东说过ꎬ 贪污腐化是最可

鄙的⑥ꎻ 邓小平说ꎬ “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是一场严重的斗争”⑦ꎻ 江泽民说ꎬ “对党内那些

贪污受贿ꎬ 敲诈勒索ꎬ 腐化堕落ꎬ 依仗手中的权力为非作歹”⑧ 的要坚决清除ꎻ 胡锦涛说ꎬ “以权谋

私、 权钱交易、 贪污受贿等现象已经成为公害”⑨ꎮ 习近平把贪腐问题上升到执政安全的高度ꎬ 他借

鉴别国教训告诫我们: “近年来ꎬ 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 社会动荡、 政权垮台ꎬ
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ꎮ 大量事实告诉我们ꎬ 腐败问题越演越烈ꎬ 最终必然会亡党亡

国! 我们要警醒啊!” 十八大以来ꎬ 党中央重拳反腐、 铁腕治吏ꎬ 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

利ꎬ 实现了党的又一次伟大自我革命ꎮ 但是ꎬ 腐败势头减弱了ꎬ 并不代表已经被根除ꎬ 还需多管齐

下ꎬ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ꎬ 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ꎮ
官僚主义问题顽固ꎮ 毛泽东说过: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ꎬ 一年不用扫帚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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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ꎬ 就会春风吹又生了ꎮ”① 对于官僚主义的顽固性ꎬ 毛泽东甚至说ꎬ 官僚主义ꎬ 一万万年以后ꎬ
只要人类还存在就会有ꎮ 邓小平说: “官僚主义、 主观主义是长期存在的ꎮ”② 习近平强调ꎬ 官僚主

义等不良作风 “像割韭菜一样ꎬ 割了一茬长一茬”③ꎬ 绝不能低估其顽固性和反复性ꎮ 事实上ꎬ 官僚

主义同腐败问题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ꎬ 都是特权问题ꎬ 只不过官僚主义表现的是使用权力的过程、
方式等问题ꎬ 腐败更多的是指滥用权力的结果ꎮ 高高在上、 漠视群众疾苦是官僚主义ꎬ 强迫命令、
不尊重群众也是官僚主义ꎬ 懒作为、 不作为、 甚至违法乱纪滥作为等都同官僚主义脱不开关系ꎮ 对

于诸如此类问题ꎬ 必须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ꎬ 刮骨疗毒ꎬ 刀刃向内ꎬ 清除病根ꎮ

四、 “鼎新” 为要ꎬ 与时俱进

无论是 “守正” 还是 “革故”ꎬ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一个 “新” 字ꎮ 然而ꎬ 无论是 “立新” 抑或

“创新”ꎬ 体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 革故鼎新、 守正出新的永恒精神气质ꎮ 这既体现在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革新上ꎬ 也彰显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创新与变革中ꎮ
１. 党自我要求的与时俱进

在总结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ꎬ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ꎮ
这一总要求同以往相比ꎬ 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 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ꎮ 十

九大把党的领导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的政治高度ꎬ 并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的ꎬ
“党政军民学ꎬ 东西南北中ꎬ 党是领导一切的”ꎮ 也就是说ꎬ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ꎬ 党的领导是全

领域、 全方位的ꎬ 任何方面、 任何环节党的领导都不能弱化ꎮ 第二ꎬ 丰富党的建设主线ꎮ 党的十八

大提出ꎬ “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④ꎬ 十九大在此基础上ꎬ
于 “党的执政能力” 前加了 “长期” 两字ꎬ 强调 “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

建设为主线”ꎬ 突出体现了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ꎮ 围绕这一新主线ꎬ 全党必须重视提高执政能力和

领导本领ꎬ 时刻保持正视并检视自身问题的自觉ꎬ 及时清除病毒ꎬ 厚植党的执政根基ꎮ 第三ꎬ 创新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ꎮ 十九大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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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同十八大党的建设格局相比ꎬ 这一新的总

体布局实现了两个重大调整: 首先是将政治建设从传统的思想政治建设中拿出来单列为党的一大建

设ꎬ 并将其置于五大建设之首ꎬ 彰显了党对政治建设的高度重视ꎮ 其次ꎬ 把纪律建设从传统的制度

建设中剥离ꎬ 单列为一大建设ꎬ 凸显纪律建设是治本之策ꎮ 同时ꎬ 调整制度建设的位置ꎬ 在传统党

建格局中ꎬ 制度建设同其他几大建设一样ꎬ 是并行单列的一大建设ꎬ 而十九大将其转变为横贯 “新
五大布局” 的全局性建设ꎬ 实际上是提升了制度建设的地位ꎬ 凸显了党对制度治党的重视ꎬ 体现了

思想建党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治党理路ꎮ 应该说ꎬ 这一新的党建布局更加合理ꎬ 各大建设之间的逻

辑也更加清晰ꎬ 成为新时代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创新成果ꎮ
２. 从严治党的创新发展

除了党对自我要求的提高ꎬ 十八大以来党的创新发展还体现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具体落实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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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ꎬ 但在前面加上 “全面” 二字却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重大

战略举措ꎮ 习近平明确指出ꎬ 全面从严治党 “不只是字面上的变化ꎬ 更是实践的发展、 认识的深

化”①ꎬ 十九大提出 “打铁必须自身硬”ꎬ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ꎬ 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创新ꎮ 第

一ꎬ 在组织建设方面ꎬ 强调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 “基层党组织弱

化、 虚化、 边缘化问题”ꎬ 针对这些问题ꎬ 还提出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力、 突出政治功能、 扩大基

层组织覆盖面、 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 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等新的对策ꎬ 集中

体现了党的高度自信和创新能力ꎬ 也为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制度保证

和行动指南ꎮ 第二ꎬ 在作风建设上ꎬ 提出了 “八项规定” 及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ꎬ 强调作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ꎬ 使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制度化ꎬ 并强调主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ꎮ 习近平指

出ꎬ 抓整治 “四风” 就是起徙木立信作用ꎬ 彰显了管党治党全面从严的决心ꎮ 第三ꎬ 在制度建设方

面ꎬ 提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结合ꎬ 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ꎮ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修订了近

２００ 部党内法规ꎬ 新出台了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等ꎬ 使党的法规制度体系更

加完善ꎮ 第四ꎬ 在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方面ꎬ 强调对腐败现象零容忍ꎬ 着力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态势ꎮ 提出要厚植党内政治文化、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ꎬ “要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ꎬ 深

化标本兼治ꎬ 坚决清除一切腐败分子ꎬ 保证干部清正、 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ꎬ 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营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态”②ꎮ 实践证明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ꎬ 实现了党的作

风方面的 “拨乱反正”ꎮ
总之ꎬ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具有多层次的、 多角度的丰富内涵ꎬ 但无论是 “守正” “革故”ꎬ

抑或是 “鼎新”ꎬ 都是为了清除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 纯洁性的不利因素ꎬ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能力

和执政能力ꎬ 以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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