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优势。从理论渊源看，自我革命渊源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

自我“扬弃”的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建党学说，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现实必要性看，自我革

命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需要，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战略举措，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

从现实着力点看，自我革命表现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及反腐败斗争等方面。自我革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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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我们党要“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48。在进行社会革命

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

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创新，对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具有方法论意义。本文通过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的理论渊源与现实选择，以学习领会自我革命这个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渊源

从一般意义上说，自我革命渊源于唯物辩证法。从特殊意义上说，自我革命直接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的建党学说。同时，自我革命还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汲取了丰富营养。

（一）自我革命渊源于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自我“扬弃”的思想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其根本属性是运动，运动的存在

方式是时空。物质世界在普遍联系中进行着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绝对运动。物质自身内部矛盾的对立统

一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这是一个客观的辩证否定的过程。辩证的否定，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

又保留，从而实现自我的“扬弃”，这就是客观辩证法。而体现客观事物辩证运动的观念形态就是主观辩证

法。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和革命的，自我“扬弃”的实质就是自我批判和自我革命。马克思指出：“辩证法

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

王铁成:审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多维视角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21.03.001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21年5月 第19卷 第3期

Vol.19 No.3 May. 2021▶建党一百周年专题研究

5



2021年5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19卷 第3期

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

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这段话精辟、准确地阐明了唯物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

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政治现象，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只有遵循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才能成

为新生事物而有远大前途。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吐故纳新、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自我“扬

弃”即自我革命的历史，是唯物辩证运动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革命党面

貌出现，自我革命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基因。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斗争、同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以及为保持党的性质和宗旨而采取的各种措施都

是自我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开展的多次真正意义上的整党整风运动都是自我革命。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以及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进行的各种伟大斗争都是自我革命。

（二）自我革命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建党学说

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自我批判的品格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建党学说中早就有所阐发。正如

斯大林所总结的那样：“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

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3]恩格斯也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

批评，禁止争论呢？”[4]无产阶级政党不怕批评，也不怕揭露自身的缺点与不足，这是因为，“这种无情的自我

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

啊!”[5]614为了捍卫党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对第一国际普鲁东主义、巴枯宁

主义，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党内的拉萨尔主义、杜林主义和“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理

论或思潮进行了批判。为了捍卫党的纲领，马克思抱病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即《哥达纲领批判》），

批判了拉萨尔主义，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为了增强党的战斗力，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党

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6]。

“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7]44，由列宁主义武装的党是自我革命的典范。早在建党初期，列宁针对

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一见到党开展自我批评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的现象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

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

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8]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继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

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

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

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9]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无产阶

级政党同党内的经济主义、孟什维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左派”幼稚病等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净化了

党的思想阵地，这是思想理论上的自我革命。列宁还带领全党调整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实现了由战时

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向新经济政策（迂回过渡）的转变，这是政治路线上的自我革命。为了保持党组织的战

斗力，他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10]，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

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11]，并多次进行清党，

以实现党组织的自我净化，这就是组织上的自我革命。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7]44，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狭义）的建党学说，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列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大力提倡“坚持真

理、修正错误”，保持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他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

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12]，

即加以净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把夺取全国胜利看作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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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13]。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消除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我们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毛泽东指出：“大贪污犯是

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

或同情。”[14]195他还指出要“打尽老虎，不要松劲”[14]197，以净化党的组织。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就是为了防止我

们党丧失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丧失自我革命斗志，腐化变质。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党的自我革命也有重要论述。他指出“整党不能走

过场”[15]，要进行机构精简，并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7]396，以实现党组织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他要求

全党“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7]368，以实现作风上的自我

革命；他特别强调“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7]219，带头自我革命；为了“兴利除

弊”，更好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他指出要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7]320，以实现党的自我革新、自我

完善和自我提高。江泽民、胡锦涛也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了相关论述。这些都成为我们党自我革命思想产

生的重要思想资源。

（三）自我革命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存在决定思维，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离不开党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华沃土，它内涵五千年深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文化基因。依笔者之浅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我革命思想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第一，反求诸己。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6]484它的含义是：凡是行为得

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

过：“吾日三省吾身。”[16]83意思是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习近平在谈自我革命时所言“照镜子”之说与反求诸

己可谓异曲同工。

第二，战胜自己。《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自胜者强。意即只有不

断超越自己、敢于“革”自己命的才是强者。要“诸恶莫做众善奉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要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自胜自强，使自我革命成为党性修养的必修课

和新常态。真金不怕火炼，作为执政党，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以超乎寻常的政治自觉战胜自己的缺点和错

误，时时刻刻自我检视，自我警醒，才能使党自身“始终过硬”，才能由一个世界性的大党发展成一个名副其

实的强党，才能成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所说的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正

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就是指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以达到自我提高的目的。

第三，做到“无我”。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访意期间，意大利众议长菲科问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

席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怎么想的？习近平语气坚定地答道：“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

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1]144习近平所说的

无我状态、无我境界，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及今个人修养的极致，是反求诸己、战胜

自己、自我革命后呈现出来的佳境。只有实现无我，我们党才能心底无私天地宽，不忘初心使命，永葆青春

活力，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才能产生超凡的定力，练就金刚不烂之体，化腐朽为神奇，实现长期执政和伟大的

社会革命。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贪腐，就是缺乏自我革命精神，所思所为都是为了满足“我”的欲望、

“我”的家庭的享受、“我”的家族的利益。

第四，严持戒律。2015年1月，习近平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提出县委

书记要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17]141，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省。其中“心中有

戒”一语，更是贯通古今，融汇中西，深得修身养性治国理政之精髓。严持戒律是反求诸己、战胜自己、做到

无我的总前提。习近平指出，要“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1]521，也就是自我革命。他还告诫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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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领导干部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以刀刃向内的勇气严格自律，“特别是要增强

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1]521。党的纪律是我们党的金钟罩、铁布衫，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金科玉律，关系党的

兴衰和生死存亡。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戒”。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如果坚守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我们党就会是全国人民的榜样和表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

牵引力和战斗力，就能怀敌附远，无威而不至，无往而不胜。

第五，成就“内圣”。“内圣外王”思想是王阳明心学的集中体现，是其一生的追求，并被学界普遍认为是

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思想恰恰与“内圣外王”思想相契合。“内圣外王”一说出自

《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8]意思是说，只

要做到内圣外王，就不必声张造势了，天下人自会听从归顺。这是指，一个人首先要苦练内功，加强修养，成

为圣人，然后才能统治天下。内圣为体，外王为用；内圣是前提，外王是结果；内圣是人格修养，外王是政治

理想；内圣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说看似针对个人而

言，实际上完全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问题。个人是凝缩了的组织，组织是放大了

的个人，小中寓大，大中含小，事事无碍，道理相通。就我们党来说，内圣就是自我革命，改造主体；外王就是

社会革命，改造客体。只有搞好自我革命，才能搞好社会革命。做到了“反求诸己、战胜自己、做到无我、严

持戒律”，也就成就了“内圣”，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有资格有能力成为全国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并取得辉煌胜利。

习近平总结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经验教训，以上述三方面为思想渊源，鲜明提出党的自我革命命题。从

方法论的意义上看，自我革命已经成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之精髓和最本质的特征。勇于自我革命，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由大到强、永不变质、长期执政的奥秘之所在，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壮士断腕的精神，眼睛向内自找毛病，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反求诸己自我否定，痛下决心修正错误，从而实现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现实必要性

习近平指出，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19]，这句话清楚地指

出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现实必要性。

（一）从党的自身建设来看，自我革命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需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刻也离不开党的自我革命。简言之，先进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远站在社会

和时代之先，引领社会和时代之潮流。纯洁性是代表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坚定程度、彻底程

度、纯粹程度的一种属性。首先，在思想理论和政治信仰方面，共产党人“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

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0]44，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其次，在政治行动或实践方面，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

分”[20]44、“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0]44、“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0]65。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丝毫自己的特殊利益，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是一个超越自我、追求

“无我”的党。再次，在组织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行的既不是导致一盘散沙的自由化的大民主，也不是

专制基础上的集中，而是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个制度最

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强有力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党成立百年来，就是因为始终致力于以自我革命精

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实现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快速

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由于我们党一个时期以来管党治党不严，党的建设失之于宽、松、软，各种弱化党的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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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经常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的领导作用和执政水平的发挥以及改革开

放伟大事业。因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

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1]即通过自我革命达到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自身始终过硬”

的目的。比如，我们党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经常检视和反思自己，是否始终是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是否只

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淡忘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否“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

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22]。再比如，怎样防止长期执政条件下淡化党的宗旨，

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利益集团，同样需要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时刻检视和反思自己出台的各项

政策是否有利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是否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各种特权现象。

疏于自我革命，忘记革命理想，就会丢掉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亡党亡国。“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

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

了自己”[23]，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苏共在长期执政和外部和平演变的历史条件下放弃了自我革命精神，以致丧

失了共产主义政治信仰，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脱离群众，腐化变质，才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历史悲剧。

殷鉴不远，可不慎乎？

（二）从党与国家的关系来看，自我革命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战略举措

国家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为兼革命党与使命党二者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领

导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执掌全国政权，但怎样有效地巩固和建设政权，实现党

的长期执政，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性考验。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后如何防止国家权力异化，实现长期执政有过重要指示。恩格斯指

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187剥削制国家对社会进

行统治和压榨、进行权力寻租有其必然性，但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受剥削阶级思想和错误权力观的影

响，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有可能背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滥用权力、贪污腐化。这就是影响党长期执政

致命的腐蚀剂，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早有洞见。1871年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

试，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导言中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

人”，“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公社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

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

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24]55，这样，“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

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24]99。这两条措施就是为了规范、限制国家权力，防止权力异化。

要克服国家权力的异化和腐败现象，实现党的长期执政，必须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找到长期执政内在的

规律，即长期执政之“道”。治国理政若循“道”而行，就会游刃有余。决定党长期执政的因素有很多，有政治

的、思想的、组织的、作风的种种因素；研究党长期执政的角度也是多样的，但在这些诸多因素和角度中，必

然有一种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党经过多年探索，吸收借鉴古

今中外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在国家治理诸多矛盾中认识到人治和法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中法治又是

决定党长期执政的主要方面。我们党以往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较大弊端，其主要表现是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以党代法、权力过分集中，这是人治的主要特征。这种体制机制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家长

制作风和腐败现象，极大地妨害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长期执政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实质上就是我们

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刀刃向内，从体制机制上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约束自己

的权力。党和国家的权力受到了规范和制约，就会从根本上有效克服权力异化和消极腐败现象，党的长期

高圣洁，傅顽璐，刘一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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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就有了制度保证。这个自我革命是在党长期执政问题上最彻底的、居于首位的自我革命。认识到了这

一点，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邓小平在 1978年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指

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7]146他在1980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还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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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决定。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权力在制度、法律的轨道上运行，把权力装进笼子，在体制机

制上自我完善、革故鼎新、守正创新，以实现党的执政队伍的自我净化和执政能力的自我提高。

（三）从党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自我革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

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新旧更替，都是飞跃，是质变，是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无产阶级政党

的历史使命，就是遵循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具体讲，

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性质的国家政权，进行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就我国而言，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自我革命精

神致力于“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

党”[25]，最终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创了改

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些都是我们党以自我革命推动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取得辉煌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

导人民进行的社会革命中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但通过自我革命又最终把社会革命引上正确轨道。我们党曾

经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个别结论，在生产关系方面实行“一大二公三高四纯”，即公有

制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高越好，越纯越好；在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上实行的是纯粹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政

治上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路线。其结果是，社会总体上僵

化、缺乏活力，搞成了贫穷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只有依靠党的自我革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杀

出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我国最伟大的社会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恢复了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式形成。由

改革开放前建设社会主义的老路，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新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的

自我革命，这个自我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社会革命，突出表现在经济领域。经过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所有制结

构的调整，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生产方式和就业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承认商品生产者的市场主体地位，尊重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原则，这些都

激发和强化了人民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极大地促进了人民民主的

发展。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激发出来的民主意识以及自由、平等、公平观念和竞争精神，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是一场更加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

命。我国到21世纪中叶将由富起来转为强起来，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我国社会最伟

大的变革，同样离不开党的建设中以自我革命为核心的伟大工程，即通过建设伟大工程来推动伟大事业，通

过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继续提供正确的政治路线，塑造坚强

的领导核心，培养德才兼备的纯洁的干部队伍，确保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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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现实着力点

中国共产党作为党员人数近亿的世界第一大党，既面临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世界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国内国际环境，又面临“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和“四大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通过自

我革命来解决自身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一）同违反“两个维护”的行为作坚决斗争

“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这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四个意识”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点。

2015年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有的政治野心膨胀，为了一己私利

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背着党组织搞政治阴谋活动，搞破坏分裂党的政治勾当！”[17]155显然，习近平所指的这些

人其目的是想篡党夺权。对此，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指出，要坚决杜绝极少数人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周、薄、徐、令等案件，

对随时可能出现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党员领导干部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查处。这样做，就

是我们党刀刃向内，剜掉恶性政治毒瘤，自我净化政治生态，不折不扣做到“两个维护”的表现。

（二）把党内异己分子或反对派坚决清除出党

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党员不能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成了名副其实的“砸锅党”“推墙派”。他们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

持一致，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歪曲党史、军史[26]。有的发表有严重政治问

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例如，他们鼓吹要推倒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堵他们无法逾越的墙，建立资本主义宪政；散布“党民对立论”，把党和人民对立起

来，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等等。这些党内异己分子或反对派配合国外敌对势力在意识

形态领域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明目张胆、气势汹汹，已经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极大

愤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我们党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同这些错误言行进行斗争，对这些人加以严惩，

以净化党的思想和组织，决不能听之任之、姑息养奸、养痈遗患。

（三）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腐败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十八大以来，腐败案件有三个明显特点要高度警觉。一是腐败案

件涉及的党员领导干部级别之高前所未有；二是腐败案件涉及的人员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三是贪

腐案件涉案金额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

党亡国。”[27]面对腐败，我们党除了自我革命还有别的选择吗？难道我们自己不刀刃向内刮骨疗毒，非要等腐

败毒瘤扩散全身吗？不自我革命，就是死路一条。

（四）要彻底根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党的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包括很多方面，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代表。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抓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但这一问题仍有愈演愈烈之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风问题是个良心账，如果一个党

员领导干部的良心坏了，党性丢了，纵使你有再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也会千方百计对付党、对付群众，使

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能落到实处。更有甚者，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方法去治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更

无异于扬汤止沸，这已成为我们党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个死结。所以，我们党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既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要丢了良心、丢了党性，又要从制度上拿出革命

性的举措，双管齐下，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行根除。

高圣洁，傅顽璐，刘一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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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革命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对于绝大多数党员来说，在自我革命方面更多的是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如何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比如，在政治方面，是否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方面，是否树

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在组织方面，民主集中制坚持得好不好，组织纪律性强不

强；在作风方面，党风、学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是否符合党的规定；在制度方面，是否自觉遵守各种规章

制度、党规党纪。凡此种种，都要反躬自省、扪心自问，增强自我革命的自觉性。把自我革命的希望寄托在

党组织及其他党员身上而自己却置身事外的想法是狭隘的、不正确的。只要每个党员都成为自觉进行自我

革命的主体，都成为一部自我革命的发动机，我们党自然就会生机勃勃，永葆青春活力，实现长期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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