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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坚持党性和党性修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阶级性和人

民性的统一，体现为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立足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主

要有修身养德、个人修炼与集体修炼相结合、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三个途径，遵循量变质

变转换、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个性与共性统一四个基本原理。结合党性的时代性，新形势下共产

党人加强党性修养需要从六个方面努力：提升理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增强

党员意识；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从“扬弃”中

国传统官德中涵养党性修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衔接，不断提高法治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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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少奇指出：“党性就是人们这种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所以人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党性：有封建阶级的党性，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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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党性的”。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6、677页。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与党性修养

祝灵君
（中共中央党校 党的建设教研部， 北京 海淀 100091）

一个人在职场与社会中要想获得成功，需要能

力、知识、智慧的积淀，但最终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修

养。个人成事创业需要职业修养、综合素养，作为党

员还需要有党性修养，唯有经常性的党性修养，才能

实现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正如刘少奇所言，不

同的阶级和政党皆有党性①。但是，世界上很少有政

党像马克思主义政党那样强调党性②，在众多马克思

主义政党中又很少有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强调党

性。中国共产党是从革命胜利中走出来的马克思主

义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

始终强调坚持党性和党性修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承载的历史

使命决定的，更是迎接“四个挑战”、防止“四种危险”

的现实要求决定的。

一一、、党性的二重属性与时代性党性的二重属性与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体现了党的阶级性，也

体现为党的人民性，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马

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同其他无

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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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

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

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列宁在《社会主义政党和非

党的革命性》一文中也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

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

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2]

列宁在《再论党性和非党性》一文中指出：“正因为我

们维护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是

为了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是为了最明

确地进行阶级组合，——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竭尽

全力并密切注意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且

要见诸行动。”[3]这些论述都明确指出了党性的阶级

属性和人民属性。关于党性的二重属性，刘少奇用

“三个最高表现”来进行精确定位，即：共产党员的党

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

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

的表现[4]。

毫无例外，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

也强调阶级性和人民性①。阶级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的理想和信念、最高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性，严格要

求党员对党忠诚。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指出：“党性

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

质”[5]，“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

性”[6-1]。邓小平也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

第一位”[7]，“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

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

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

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8]。而人民性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宗旨意识，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坚

持群众路线，对人民忠诚。党员干部坚持党性，就是

始终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离开了“两个忠诚”，党

性无从谈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

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须始终

走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而，衡量党

性的标准，必然具有时代性，既不能简单用历史的眼

光否定现实，也不能简单用现实标准否定历史。

与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党相比较，中国共产党的

确有她的“特殊性”：她是一个承载着大国统一、现代

化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复兴四重历史使命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面对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国家处

于半封建半殖民状态和人民“一盘散沙”的基本格局，

实现大国统一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新中国

成立以来，为了让中华民族不被开除“球籍”，必须推

进现代化建设，尽管历经挫折，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

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民主，就没

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国家除了

推进科技文明进步之外，也要推进制度文明进步，中

国共产党从来都把民主、科学写在自己的大旗上，始

终把追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

标；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只是在近代以来与西

方为代表的商工文明竞争中才开始退步与落后，因

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自然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纵观世界各国，很少有执政

党必须而且能够承载这样四个历史使命，这也是中国

共产党与各国执政党最典型的差异。这样一个具有

远大理想和坚强信念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任何时

候都需对全体党员提出严格的党性要求。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不是

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马克思的设想

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是统一的。因

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组织严密、

有纪律，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然而，先进的工

人阶级并没有在俄国和中国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国

家大规模出现。比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除了少

部分党员是工人之外，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和小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1941年6月至8月，时任中共中央

北方局书记彭真同志在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

汇报工作时指出：我们党的成分绝大多数是农民或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开辟时期还混入了一些地

痞流氓和异己分子，这些流氓异己分子更是无法无

天、强迫命令的能手 [9]。因此，这支队伍如果不经常

进行“本质的改造”，共产党员的思想和作风自然不

①七大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分别两次调整了党性的“国际性论述”，强化了党性的“中国特色”，这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论。因而，人民性的内涵中也逐步强调了“民族性”，体现在十六大党章关于在“两个先锋队”第二个先锋队

的论述中，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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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纯洁。自古田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思想建

党为起点，把党内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性教育紧密结

合起来，探索出一系列党性修养的机制与途径。

二二、、党性修养的途径与态度党性修养的途径与态度

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包

括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

修养①。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主要依靠三个基

本途径和一个态度。

第一，汲取古代中国自律文化的精华，注重反躬

自省式的修身养德。毛泽东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10]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可以纳入到党性

修养中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我国古代的自律

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智慧，变成了党性修养的

思想源泉。如党的领导人经常引用古人讲的“修其

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洪范传》），“非

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礼记·大学》），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

庸》）”等无数箴言。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中将“慎独”作为党性修养的有效形式和最高境界加

以提倡。他指出：“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

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

做任何坏事。”[11]

第二，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坚持党内

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这种方式超越了儒家、佛学

的唯心主义式的个人修炼，通过党内政治生活，把个

人修炼和集体修炼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实现了党性

修养的集体途径。

第三，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中国

共产党强调用实践哲学指导党员干部教育，在党内

培养了一大批党性修养极强的党员干部。延安时

期，有一位“红色技术专家”张协和，一身正气，始终

坚持党性修养。到了晚年他总结出自己的座右铭：

“做人，对有的事情要感兴趣，对有的事情要不感兴

趣。比如追求权位、物质享受是无止境的，你的兴趣

若在这方面，就苦恼一辈子。如果你对求学问、对为

人民服务很感兴趣，你将会永远乐观。只有不计权

位、享受的人，才是真正做学问的人，才能学有成

就。”[12]因此，坚持实践哲学，就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克服官僚主义；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克服本本主义与

经验主义；就是坚持知行合一、克服人格分裂。

这三个党性修养的途径必须始终统一在唯物主

义的态度之中，即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

物主义。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的党

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

地站在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13]，指出了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态度，首先要把人民群众放在首位。历史

唯物主义强调历史是前进和进步的，这要求党员干

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树立对事业、对未来的乐观主

义态度；周恩来1943年在重庆红岩为自己制定的“七

项修养要则”中明确指出，“健全自己的身体，保持合

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14]，指出了

健全的身体是党性修养的前提，这是辩证唯物主义

态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态度，还要求党员干部自

觉划清党性修养与封建迷信的界限。

三三、、党性修养的基本原理党性修养的基本原理

如果说，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那

么党性修养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

理。

一是量变、质变转换原理。事物的发展总是从

量变到质变、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再到新的质变，党员

干部坚持党性修养也符合这个规律。首先，坚持党

性修养要注意“量的积累”。《论语·颜渊》中子张问

政，孔子回答：“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曾文正公家

书》《曾文正公日记》反复强调：“精神心思，愈用愈

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

义：曰厚曰实。厚者毋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

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些古代箴言

都讲明了一个道理——“天下大事必成于细”。邓小

平曾经指出：“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

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累起来的。”[15]其实，每

个人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养小德才能

成大德，积小才方可成大才，聚小业后能谋大业。日

①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党性修养的五个方面。参见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

质”，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3/01/content_109233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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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月累，人身上的好思想、好品德、好业绩就会越来

越多；其次，也要防止“温水煮青蛙”式的“质”的恶

变。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都是从生活作风

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

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如果领导干部生活

作风上不检点、不正派，在道德情操上打开了缺口，

出现了滑坡，那就很难做到清正廉洁，很难对社会风

气起到正面引导和促进作用。

二是对立统一原理。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

强调“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

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务的矛盾在党内的反

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

的生命就停止了”[16]。坚持党性修养中的对立统一原

理，就是要坚持正确、原则的党内思想斗争，坚持在

重大原则、立场、观点上的鲜明态度，敢于亮剑、发

声，敢于担当。党内思想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搞

运动，斗争的目的是实现团结统一，即在批评与自我

批评中达到团结的效果。因此，党内思想斗争既要

反对右，也要反对“左”；既要抓大，也要放小。围绕

这两个原则，刘少奇对党内思想斗争的“度”做了大

量的阐述。他指出：“如果在党内对同志的处罚与打

击过多，就可能大大地束缚党员群众的自动性和创

造性，可能使党员不敢工作，不敢解决问题，不敢说

话，使党变成生气很少的党。”“自然，思想斗争在党

内是经常有的，一切同志中不正确的思想是要克服

的，但是这一般要采用诚恳的平心静气的说服与教

育的方式，不要随随便便地去打击同志。”[17]

三是否定之否定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

之否定原理不同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南宋朱熹

语）平面式的“变”的哲学，它揭示了事物循环递进前

进和发展立体式的“变”的道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

养也是如此，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过程，是一个自我提高、永不停止的过程。习

近平同志指出：“大量情况表明，领导干部的党性修

养并不会因为党龄的增长而必然增强，其道德修养、

思想境界也不会因为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升。”[18]此

外，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对党性的要求就越高，个人

修养的难度也就越大，这体现了党性修养的层次性

和递进性。

四是个性与共性统一原理。历史上，党内外曾

经为党性问题发生过多次论争。比如，早在上世纪

40年代，重庆的有关报纸就提出了一种观点：共产

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

性，还作出了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针对这个观点，

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首先讲了个性与党性的

关系。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党有党性，每个党员

也都有个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

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

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

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

头。”接着，毛泽东还提出，党员的个性要为解放人

民、解放个性服务；党性与个性之间是特殊性与普遍

性的关系；党员的党性和个性必须统一，即在讲党性

的前提下讲个性；在处理党性和个性关系上，首先必

须坚持党性，即坚持党的组织性和统一性 [6-2]。刘少

奇同志在《共产党员修养的两份报告大纲》（1939
年）中指出，“严格的团体生活，团结（纪律、规律

性），但是活泼的自觉的，不因此而丧失个性、自动

性”[19]，等等。

当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比

如，讲党性就要否定人情人性。恰恰相反，共产党人

不但不否定人情人性，还需要重视人情人性，唯有重

视人情人性，才能做好群众工作，与人民打成一片。

但是，共产党重视人情，也要过好人情关。过不了人

情关，小则亡德亡修，大则亡身亡国；关于党性与人

性的关系，经典作家通过强调党性与人性的社会性

和阶级性实现了二者的统一。然而，讲党性也不能

忽视人的自然需求的差异性以及社会属性的层次

性。因此，坚持党性修养需要尊重党员干部多层次、

合理的物质精神需求，正视并通过具有时代气息的

党性教育、党内关怀等手段克服人性的弱点与缺陷，

如此党员干部才能不断增强党性。

四四、、党性修养的努力方向党性修养的努力方向

党性的时代性决定了党性修养的时代性，新形

势下党员干部坚持党性修养需要强调思想建党与制

度治党相结合，普通党员主体作用发挥与落实主要

负责人管党治党责任相结合，党员干部的自我完善

与重塑政治生态相结合，党员干部自我修养与技术

监督、物质保障相结合，党员干部管住小节与权力制

约相结合，坚持志愿精神与党性修养相结合，坚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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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与适当的党内关怀相结合，最终实现党性与人

民性的统一。

第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认真学习党

史，提升理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对党和国家

的感情。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信、真用，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基本理论修养。大国治理失败往往是从意

识形态开始的。近代以来，由于受西方文明的强烈

冲击，中国人在主流意识形态——儒学式微的大背

景下向西方借来了基督教神学（太平天国运动）、社

会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辛亥革命）等，以图实现国家与民族自救，结果无

一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契合了中国人反对

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等时代诉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的

相似性①，马克思主义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

向和理想目标，列宁成功展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俄

国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基本国情成功结合起

来，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被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接

受并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适合中

国国情，也能解决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内外

挑战，已经融入当代中国文化之中。当前，党员干部

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需要结合现实学、带着问题

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学习和承接中

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合理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

文明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

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需

要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提高理论修养；党

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学习党史，培养对党的感情。党员干

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有勇气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的飞跃，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国际化。

第二，认真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增强党员意识

和党的意识。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性的集中

体现。党章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加入一个组织，就

是要经过民主生活会训练，增强党员意识；党章坚持

义务优先原则，就是强化党的意识；每一次党代会结

束后都要适当地对党章进行修订，体现了党性和党

性修养的时代性特征，等等。党内法规是党章的具

体化，是全体党员的行为准绳，全体党员都要遵守党

章和党内法规。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部忘记自

己是组织的一员，对组织定的规矩不闻不问；有的长

期不按规定过组织生活、不受纪律约束；还有的将党

规党纪抛在脑后，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等等。因此，

学习党章和党内法规首先要增强党员意识，如：规矩

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纪律意识；学

习党章最终需要增强党的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1957年 7月，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提出：“我们的目

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

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

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20]1981年7月，邓小平指出：“一个党如果允

许它的党员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自

由行动，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意志，不可能有

战斗力，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21]一段时间以

来，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许多不健康的现象，如：党

委班子中“一个人说了算”；民主生活中盛行“好人主

义”；“极端民主化”有所抬头；脱离党员群众的现象

仍然存在；党内事务中搞“摊摊”“团团”“伙伙”，外人

进入不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不够宽容，等等。党内

政治生活盛行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

主义，出现了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庸俗化倾向，

丧失了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严肃性。今后，需要

进一步规范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如：“三会一课”制

度、中心组学习制度、组织生活会中的发言登记制

度、民主评议党员和党员干部、党员定期党性分析、

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会前调查研究

制度，等等，用好、用活党内政治生活“四大法宝”。

第四，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群众观点是党的宗旨意识和党的性质的根本体现，

①关于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国内外有许多学者作过精彩的论述。其中以美籍华裔学者窦宗仪先生的观点为代

表，他提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11项指标中有7项是相似或相同的，他强调，“大凡一种思想体系和制度要移植到另一种思想体

系和制度之内，两者如果越接近就越容易开花结果；两者如果差距越大，那就是很难适应。历史上两种文化的交融演变，大致都

遵从这个历史法则”。参见[美]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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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共产党人

的群众观点在任何时候不能丢，群众路线在任何时

候都不能放弃。党内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生

活中的体现，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

的体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大力提倡党内关

怀，增强党内“温度”，始终坚持党内工作也是群众工

作的原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坚持在民主集中基

础上的党内民主，大力倡导党内民主作风，提升党员

干部的民主修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要提倡党员

干部在各个方面与人民群众商量，丰富协商形式，坚

持大事大商量，小事小商量，形成在共商基础上达成

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实现共建，在共建基础上实现共

享，在共享基础上实现责任与风险共担的党群关系

新格局，构建新时期党群命运共同体关系。

第五，从“扬弃”中国传统官德中涵养党性修

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十分重视个人的修身

养德，形成了“君子之政”的基本价值，涵养并训练出

一大批古代循吏。如汉代的文翁、黄霸、龚遂、召信

臣、仇宽、王涣等，三国的董和、郑浑等，两晋南北朝

时期的王蕴、江秉之、何远、公孙景茂等，隋唐时期的

辛公义、张允济、狄仁杰、崔戎等。宋元明清时，循吏

更是层出不穷。这些循吏奉公守法、勤廉施政、心系

百姓、政绩突出。同时，他们大多重视教育、公正理

讼、改善百姓生活。循吏们承天命、顺民心、解民忧，

而后得民心，则王朝江山稳固。然而，古代官德中也

有许多糟粕，如：官为儒体、儒为官魂，愚民而牧之

（惑、禁、阻、隔、压），官本位，官至尚，官财一体，官场

酱缸文化等等[22]，由此产生了不少官僚陋习。如：古

代官文化让当官发财的理念在一般老百姓和官员的

头脑中根深蒂固；古代官文化是小农社会的产物，许

多官员在熟人社会中过分看重人情，过不了人情关，

最后走向腐败；在吸收佛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新儒学

倡导温良恭俭让，容易让人丧失血性；古代官文化容

易压制新鲜事物，缺乏改革创新的意趣；近代以来的

历史还表明，古代官文化在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容

易与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压榨性的官僚资本主义；古

代官文化中还盛行特权思想，等等。因而，从古代官

德中涵养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一定要坚持“扬弃”

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把绵延于几千年的

“君子之政”与现代民主、法治、自由等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结合起来。同时，也要加大党员干部的家风

教育、担当意识教育、军人的血性教育，反对官僚主

义和破除特权思想，破除通过当官来发财的理念，倡

导忠诚、干净、担当的廉洁文化等等。

第六，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衔接，不

断提高法治意识与法治修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

更加突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把依规治党放置于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去

谋划，强调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衔接。十八届

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全面提高党依据

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

水平。当前，坚持党纪和国法有机衔接，必须坚持纪

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真正体现党员相对

于一般群众的先进性。纪严于法，主要是指在标准上

严于法，而不是指在效力上高于法。违反党纪不一定

受到国法惩处，但违犯国法却一定要受到党纪处分，

纪法衔接的精神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已充分体现出来。

党员干部违犯了国法，即使在主观上有强烈的组织意

识、对党忠诚意识或者强烈的群众意识，也不能用党

纪处分代替国法的惩罚。因此，党员干部坚持党性修

养包括增强党纪规矩意识，更需要在新形势下增强法

治意识，提高法治修养，提高运用法律解决现实矛盾、

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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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Spirit and it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ommunists

ZHU Lingjun

Abstract: Sticking to the Party spirit and its cultivation is the esse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Party spirit of

CPC is the unity of the nature of class and mass participation, which is reflected in loyalty to the Party and people,

and established on the fact of Party’s progressiveness and purity.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mainly follows three

approaches, namely through improving one's moral accomplishment,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discipline

and collective practice, and to reform the subjective world while reforming the objective world. It also follows four

basic laws: the convergence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the unity of opposites,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 and the unity of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ness. Based on th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Party spirit, the communists should

strengthen their Party spirit from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 first of all, improve theoretical training to adopt a firm

and right ideal and conviction; secondly,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Party sprit by study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arty; thirdly, uphold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live serious political life; fourthly, establish firm

views of the masses and insisted on the mass route all the time; fifthly, cultivate the Party spirit through developing

and discard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official virtue; and sixthly, combine the ruling of Party in accordance to

discipline with running the coun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rule of law.

Key Words: Party Spirit, Cultivation of Party Spirit, Essence, Approaches, Laws,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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