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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国革命大本营，实现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历史性跨越。 在此

期间，边区党内作风建设工作几经波折，终获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走上了政清民和之路。 总结
借鉴边区党风廉政建设宝贵经验、汲取历史教训，能为当前有力整治党内“四风”问题提供可靠依据，有利于党的优良作风
的塑造与弘扬，从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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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纵观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进程，作风建设理论发展同全党实践工作密不可分。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党
的作风建设重大问题的历史性梳理，归纳出党的作风建设对党建全面工作的影响和作用，总结分析作风建
设的具体路径和能够取得作风建设良好效果的要素，尤其对制度层面强化党的作风建设工作进行较为深入
的理论探究，充分吸纳陕甘宁边区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当今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活动具有宝贵价
值与重要启示。
1
1.1

实事求是是党员思想作风的核心

实事求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将当时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概括为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八

类，反映出党建工作亟须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运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和正确认识民主与集中二
者间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出务实求真思想作风的深远意义。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步被确
立，
在革命实践中对党思想作风建设的紧迫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出发，揭露
党内积存已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结合中国国情现状和革命实际需要，对全体共产党人的思想作风
提出新要求。“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种事物的实践的斗
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的现象，……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1]287，这体现了只有
严谨务实的工作态度才能认识事物本质，唯有具备亲身实践的思想意识，才能在日后工作中避免错误思想
[1]288
的误导。全体共产党人需时刻谨记“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认识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循环往
复向前发展的，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292，这些理论有力遏制了
主观主义作风在党内蔓延。
六届六中全会报告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对全体党员提出详细要求：
“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
模范，
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
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
方向”。[2]522 实事求是同远见卓识相比，更紧贴现实，由思想层面指引共产党员，使工作作风更为踏实严谨，因
而在党内思想作风中占据核心地位，发挥思想引领作用，更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风的形成打下坚实根
基。1940 年 1 月，毛泽东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同党内狂妄不羁的态度加以区分对立，明确唯有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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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民族的解放之路。从理论上肯定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解决了困惑全党许久的
思想路线问题，是作风建设理论史上的伟大跨越。
实事求是思想的落实亟须经验主义者摒弃身上由来已久的诸如自闭、盲从、武断等不良作风，取而代之
以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杜绝一切思想上的主观臆断，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革命理论
再创造时的客观审慎、耐得住时间检验。倘若思想上未能时刻紧绷实事求是这根弦，就极易形成“自私自利，
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2]522 等不良作风，模糊全体党员对思想作风核心的认知，最终同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的基础——
—“实事求是”背道而驰。
1.2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的学风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过程中深知理论同社会现实相
契合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
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3]49。党
成立之初，在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主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党制定的方针政策和纲领文件符合时
代要求。1927 年大革命失败，全党陷入混乱迷茫的境地，因错误思想影响而造成巨大损失。由此，中国共产党
人开始反思中国革命，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
阶级状况、革命特征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随着时间推移，党
内教条主义作风愈发严重。对此情况，毛泽东深刻阐释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强调理论与现
实相结合的重要性，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15 的观点。只有深入调查研究
中国国情，
才能对怎样运用好理论有更为直观的认知，有效化解革命进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1935 年的遵
义会议是党成立以来第一次远离共产国际指导、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实践工作。共产国际提出：
“在解决一
[4]14
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
这为
党中央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埋下伏笔，进而将全党视线移至学风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
[1]312
西，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
倘若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则
会令全党深陷教条主义泥沼；但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又无异于作茧自缚，走向修正主义的错误。这两种学
习思想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都需加以反对。
针对主观主义在党内同志思想层面根深蒂固的问题，毛泽东“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
[5]802
的任务，
……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对掌握理论的共产党人提出“参
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5]816 的要求，号召全党转
变工作领域切入点，让“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向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向学习”[5]818，以
此拓宽共产党人认知领域，自觉抵制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危害，真正做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
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6]64，逐步克服教条主义作风和主观主义学风的弊病，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活生命力，推
动理论的与时俱进。
2 聚焦解决官僚主义问题
2.1 遏制官僚主义需要坚持群众路线
陕甘宁边区时期，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让党中央对共产党人的作风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明确“决不
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
[2]525-526
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必须善于照顾全局，
善于照顾多数，
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
要树立为民谋
福祉的思维意识，
对群众负责，
向群众学习。依循历史经验，
共产党人应时刻谨记，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
[7]365
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
在党的作风建设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
是党历久弥新的有力武器。
“加强作风建设，
必
[8]66
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
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群众路线能拓展反官僚主义宽度，推动社会各阶层在遭遇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时，敢于挺身而出，捍卫
自身合法权益。党正逐步完善群众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接纳群众诉求，积极动员大众，监督党员作风，
提高人民群众在作风建设中的话语权。群众路线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凝心聚力，为党风建设工作提供更为客
观有效的监督维度，增强对官僚主义的约束力，拓宽对官僚主义的监督领域，力图实现党内全覆盖。
群众路线能剥离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间的紧密关联。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升级与延伸，两种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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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相关，主要表现为脱离群众，不开展实际调研，重视官本位，对解决实际问题轻描淡写。两者彼此交织，
给整治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但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能敦促党员干部把人
民置于心间，
争取将两种不正之风扼杀在摇篮中。
2.2

抵制官僚主义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想要持续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不仅需要锲而不舍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要加强制度建设的力度。

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后，党就开始致力于制度建设，探索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约束党内领导干部言
行，并先后颁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宪法性制度，作为各种制度的最
高法律规范和准则；颁布《惩治贪污条例》
《刑法总则草案》等刑事法律制度，主要针对公务人员及公营企业
人员做出详细的惩戒规定。制度建设作为党的作风建设根基，它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反官僚主义的成败，只有
抓好制度建设这个“关键领域”
，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思想教育成效的持久力，约束党内领导干部言行，为落
实反官僚主义工作保驾护航。
在充分汲取陕甘宁边区时期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求，2016 年党中央修订出台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和监督责任，
充分释放党的政治优势。党委和纪委两方
着手建立“两个责任”监督机制，纪委恪尽职守、严把监督关，党内持续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构建起
科学规范的监督体系，透过制度给党内领导干部施加压力，确保落实制度的监督制约作用，避免发生制度空
转的情况。为确保制度在党内落实，党的十九大对党建工作做出明确部署，将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全过
程，以此提高党建质量。全党只有“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
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8]66，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将制度执行力视为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渗透党建工作各环
节，
才能逐步突破全党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困境。
坚持和加强“关键领域”的改革创新是改善作风建设的突破口。党在制度建设中“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法抓作风建设，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9]，加紧财政体制、审批体制、决策机制等方面的改革
创新，
弥补和完善制度上的漏洞，巩固作风建设成果。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实
现对所有行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8]67-68 制度建设只有紧跟外界环境发展步伐，适应现实需要，
在现有基础上对相关制度进行必要的完善和创新，才能在治理官僚主义时行之有效、打击精准。
3 强化党员党性修养锤炼
3.1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党的优良作风是党永葆生命力的必要前提，是全党形象的集中展示。抗日战争时期，党为纠正党员思想
作风上的偏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强调
“没有科学的态度，
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
就叫作没有党性，
或叫作党性不完全”[5]12，
纠正残存在党内的错误思想，抵制不良作风持续蔓延。党内的作风问题多是由于党员理想信念的缺失，以及
[7]394
思想上的迷失懈怠。
“抓作风建设，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党对干部的要求”
，全
党在开展作风建设工作时，必须从党员思想上正风清源，使他们牢记“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
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7]15，也唯有筑牢全体党员思想之基，才能为作风建设拧紧思想上的“总
开关”。
坚定理想信念，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10]6 坚定的信念并
不会凭空产生，需要我们在日常学习中、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汲取、获得与锤炼。十九大的胜利召开，
使全
党掀起了学习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党内广大干部对理想信念的内涵
有了全新认知，提升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坚定理想信念，离不开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遭受过诸多磨难与挫折，但其理
想信念在众多坎坷的磨炼下，变得愈发坚韧顽强。党在历史的变迁中，沿袭了优良传统的精髓，并结合不同
时代的要求，
培育出诸如大庆精神、
“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等伟大精神。现如今，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碰
撞日趋激烈，
倘若理想信念缺乏传统精神的依托与支撑，将很难避免腐朽思想的侵蚀。因此，
坚定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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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全体共产党员依循优良传统，并在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中提升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认识。
3.2

弘扬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
陕甘宁边区成立之初，物质匮乏，经济落后，这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必须充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作风。1939 年 4 月 4 日发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就对党员明确提出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
要求。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生活上十分简朴，工作中廉政清明，依靠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凝聚全党
之力，感召边区群众、激励边区群众，推动党的革命事业不断胜利前行，也使艰苦奋斗作风成为维系党与群
众血脉相连的精神纽带。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我国的物质条件有了极其明显的改善，但部分党员出现贪图享乐的思想、铺
张奢靡的行为，使党性修养被外部环境严重侵蚀，这与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精神格格不入。新时代的共
产党人应向老一辈革命先辈学习经验，鉴史励今。“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
待、
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8]69-70 全体党员要在思想层面树立“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
神不强”的意识，明晰艰苦奋斗精神对一个共产党人的深刻意义，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
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同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科研、国防等领域仍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全体党员继
续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支柱作用，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
共同努力。
当前，部分党员产生懈怠心理，不自觉中坠入腐败的深渊，这亟须党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加强党风
建设，对全体党员开展党性教育。在全党范围内贯彻落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一项声势浩大的工
程，
只有教育灌输、制度约束二者结合、双管齐下，才能使党员干部强化廉政意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党历久弥新的不竭源泉，尤其是进入新时代后，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
我们必须经受得住全新挑战与考验，传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抵御住
腐朽思想的侵蚀。
3.3

牢固树立正确人生观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落后的物质条件与恶劣的生活环境对全体共产党人正确人生观的坚守带来考
[5]1094-1095
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为全体党员提供人生观的正
确指引，让大家时刻谨记，人生观作为一种意识存在，要求每个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正如白求恩同志一样不畏革命艰险，毫不动摇地坚守自身的人生观，
在工作和生
[2]659
活中彰显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
成为全党上下学习和敬仰的榜样。在人生观中占据核心位置的
人生价值观能左右个人实践活动的方向，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需要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依循正确人生观的引导，自觉摒弃不良作风，增强党性修养，这样方能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践行符合党规党
纪的优良作风。
人生观作为每位共产党人形成优良作风的思想根基，要求全体党员具备坚定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恩
格斯创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为全党树立科学世界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内容保障。“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的基础”[11]6，为全党在思想层面上提供正确指引。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两者有机结合的产物，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由于当
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盛行，导致处理实际问题时拘泥于理论，不善于找寻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而摒弃
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而代之以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待和分析问题，致使党的工作缺乏科
学性，限制党员思维意识的同时，使众人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看清事物本质，成为中国革命前进中的重
大阻碍。全体党员能领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并在处理实际问题中多加运用，才
能有力抵制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作风。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历来坚守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
“为人们正
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及发展趋势，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
[12]133
指导”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学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课程，宣讲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帮助全
体党员认识到战争环境下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不可抗性，在思想深处树立起社会主义必能取代资本主义的

坚定信念。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让党内领导干部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体，使全体共产党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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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革命工作时能首先为群众考虑，将群众利益置于首位，共享革命胜利成果，坚决克服工作的官僚主义和
命令主义倾向。
4 结束语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作风建设历程在全党思想作风建设、官僚主义问题解决、党员党性修养锤炼
等方面都积累下诸多宝贵经验，推动全党在作风建设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创新。新时代的全党作风建设
更具时代性、针对性与主动性，只有以反官僚主义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把共产主义信念根植于党员内心，
继承革命先辈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以有效遏制党内“四风”问题为重要抓手，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建工作全过程，才能推动党建工作迈向新
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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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Party’s Style Construction
in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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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ok the Shanxi Gansu-Ningxia border region as the bas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chieved a historic leap from small to
large and from weak to stro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 work of building party’s style in the border region went
through several fluctuations, and finally received world-renowned achievemen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
ty, the government of the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political peace and harmony a－
mong people. Summarizing and drawing on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s style and clean gov－
ernment in the border region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history can provide a reliable basis for current effective
rectification of the “four styles”in the par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shaping and promoting party’s fine style of
work, thus deepening the work of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Key words: Shan-Gan-Ning border reg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yle con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