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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领导干部

要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 ”从领导干部自身分

析，要“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 1963 年 5 月、6 月，周

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强调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

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周恩来过好“五关”的思想，对于指导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

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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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恩来《过好“五关”》

过好“五关”的提出过程及写作背景01

周恩来提出领导干部过好“五关”的思想，
经过了一个过程。 1963 年 1 月 28 日，周恩来在

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讲

话，要求大家要过好思想、政治、生活、家庭和社

会五个关。 同年 2 月 1 日，周恩来在华东农业先

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华东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

上讲话，就经济、政治、思想的内在关系，国家、
集体、个人的相互关系作了分析，强调“总的精

神是先公后私”。 这次讲话虽然没有提出过好

“五关”，但内容密切相关。 同年 2 月 8 日，周恩

来 在首都 文化艺 术工 作者 元 宵 节 联 欢 会 上 讲

话，再次要求大家必须过“五关”，并强调要学到

老，改造到老。 同年 5 月 29 日、6 月 13 日，周恩

来又分别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

部会议上作《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

报告，再次系统阐述了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

题。 此后，周恩来还于 1964 年两次提出要过好

“五关”。
周恩来提出领导干部过好“五关”的思想，

既包含着其对自身和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

总结和思考，也有当时的现实需要。 在长期的革

命、建设实践中，周恩来始终重视加强自己的党

性修养。 在实践方面，周恩来是党内领导干部加

强党性修养的楷模和典范。 在理论方面，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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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出自我修养的七项要则， 论述了怎样做一

个好的领导者等。 周恩来关于加强党性修养的

理论和实践探索，内容丰富，涉及了思想、政治、
社会、家庭、生活各个方面。 过“五关”思想的提

出， 还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需要。 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党的地

位的转变， 给党的建设包括领导干部的党性修

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党性

意识淡薄、思想堕落、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

题。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制法规不够健全，对

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不够严密。 另一方面则是一

些领导干部不重视党性修养， 逐渐丧失了先进

性所致。 周恩来提出的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
的思想，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以

经受住各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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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好“五关”的基本内容02

一是过思想关。 从思想理论上建设党，是马

克思列宁主义重要的建党原则。 周恩来认为，领

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首先要过思想关。 首先，要

认识到过思想关的重要性， 绝不能忽视思想改

造。其次，过思想关，主要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

的问题。要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再次，由于实践是不断发

展的，因此思想的改造也要一直进行，要活到老

改造到老。最后，过思想关一定要联系自身实际。
要经常自省，要与同志交换意见，经常“洗澡”。

二是过政治关。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

建设。周恩来认为，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必须

过政治关。周恩来提出，领导干部过政治关，最重

要的是解决立场问题。他认为，过政治关，要做到

政治立场稳定。看一个干部政治立场稳不稳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 分析一个干部政治立场是否稳

定，要具体看、在长期斗争中去看，看其能否经受

住时间和很多事件的考验。 此外，还要看领导干

部的党性、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发扬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做到知过能改。
三是过社会关。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

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周恩来认为，
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过社会关。 由于历

史的原因，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在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彻底根除，仍不同程度地存

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挥着消极作用。 如果领

导干部不加强党性修养，不够警惕，社会中的阴

暗面、坏风气就会影响、侵蚀干部。 另外，领导干

部担负着改造社会的重任。因此首先要加强自身

的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增强抵御能力。
四是过好亲属关。 周恩来认为，领导干部加

强党性修养，必须过好亲属关。周恩来认为，领导

干部过亲属关，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自己和亲属谁

影响谁的问题。解决亲属问题的关键是依靠和相

信社会，让社会去锻炼、改造他。 周恩来指出，过

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天天生活在一

起，不容易处理。 周恩来提出，过亲属关，关键是

管好干部子弟，不能让他影响到你。 他号召领导

干部要作出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决不能

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
五是过好生活关。 周恩来认为，领导干部加

强党性修养，还要过好生活关。 周恩来提出，生

活分为两种， 一种是物质生活， 一种是精神生

活。 对于物质生活，领导干部要知足常乐，保持

艰苦朴素的美德。 要通过个人节约，为集体、国

家增加积累。 在精神生活方面，领导干部要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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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心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上， 以人民疾苦为

忧。 同时，还要处理好工作和生活的关系。 使生

活丰富一些、精神舒畅一些。 文艺节目要有教育

意义。 要坚决批判、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那

种庸俗低级、堕落腐化的东西，绝不能让它们影

响我们的干部和青年一代。

过好“五关”的现实启示03

一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 党的十九大将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 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 首先要过政治

关，旗帜鲜明地讲政治。 领导干部要坚持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要尊崇党章党规，努力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要弘扬忠诚老实、
公道正派等价值观， 坚决防止和反对各种不良

倾向。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党性锻

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 要坚持“四

个自信”，做到政治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

不能态度暧昧。
二要努力提升思想理论水平。 思想建设是

党的基础性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领导干部过好“五关”，要把过思想关放在重要

位置。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用其武装头脑。 要坚定理想信念，牢

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问题。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努力弘扬马克思

主义学风，反对不良学风。要加强思想改造，经常

自省自警，去除思想中的杂质和不良倾向。
三要自觉净化社会圈子。 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过社

会关，自觉净化社会圈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交往要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低调为人、谨

慎交友，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

圈。 ”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

活和工作中来。 领导干部与企业家交往，要保持

“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领导干部要不断改

造自己，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屏蔽掉

各种社会不良风气、习气、作风的影响。
四要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 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过

家庭关，做到廉洁齐家，自觉树立良好家风。 从

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 家风败坏是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每一位 领导干 部都要 把 家 风 建 设 摆 在 重 要 位

置。领导干部必须注重家庭、家教、家风。领导干

部要教育管理好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绝不

能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

及利益。 领导干部要坚决抵制来自家属亲友的

违规干预行为。
五要自觉保持良好的生活作风。 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必

须过生活关，保持优良的生活作风。 领导干部要

认真践行“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党员领导干

部要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旗帜

鲜明地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党员干部要

带头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 带头实践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提倡共产主义

道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要自觉抵制资本

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落后、糟粕文化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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