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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几点启示
杜爱玉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合肥
摘

230022）

要：通过分析延安整风运动对我党建设的重要意义，结合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具体分析了当时
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勇于自我批评等三大作风的现代价值，认为牢
固树立这三大作风仍然是当前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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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开篇报告《改造我们的
学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
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1] 明确提出要整顿党
的作风问题，特别是对主观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
他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
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都是极坏的作风。延安
整风运动历时三年多，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
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上下以批评和自我批
评为主要方式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整顿党
的作风形式，在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
碑意义。通过整风学习，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
义的影响来了一次大扫除，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使全党在以
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了团结和
统一，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几年之后，中国共产
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在近七十年的执政过程中，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下，
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
的严峻挑战，如何迎接挑战，经受住考验，摆脱危
险，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和自
我提高的能力？出路是始终不渝地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正如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当
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依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学
史可以明智，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对于当前党的作
风建设依然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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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牢固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工作实践中，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从事理论研
究的，注重引经据典，从书中来到书中去，却忽略
了现实的社会、时代背景，不能很好地把握当前的
党情、国情和世情，理论和实践是两张皮，理论不
能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引起的思想困惑在理论中找
不到良方，社会思想问题缺乏有针对性地理论研究；
从事具体工作的，往往不注重从理论的高度去思考
问题，把握大局，而是领导人怎么说就怎么做，完
全不顾实际情况，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教条
主义、形式主义盛行。要改变这种现状，全党仍要
牢固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注重调查研究，
了解掌握实情，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只凭
主观判断，凭过去的经验妄下结论，瞎指挥。要善
于把实践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从理论的高度去
总结提升。毛泽东 1941 在他的农村调查报告结集
出版的序言中写道 :“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
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
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
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
[2]
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习近平
在讲话中指出 ：
“当前形式主义问题在党内还相当
严重，有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
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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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人民群众全面建
止，不求甚解，无心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有的
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
在思想意识上牢固树立“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
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
[3]
在工作方法上坚持民主听取民意、集中决策为民的
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
决策机制，在工作作风上牢固树立密切联系群众的
要解决形式主义盛行的问题，仍然要加强党的作风
建设，尤其要牢固树立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作风， 民本作风。
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补足精神上的
因为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党和国家
生死存亡往往也发端于浮夸的作风，在我党进行的 “钙”，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
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公社大跃进，由于理
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违背党的宗旨，政治上和
论和实践严重脱节，不切实际地大干快上，给当时
党离心离德，谋取私利、私欲膨胀、贪婪钱财，失
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地危害。当前我
去道德底线、堕落腐败。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不深
们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任务，推进全面从严治
入群众，不知群众甘苦，不想群众所想、不解群众
党，就必须以理论的清醒和自信，以实事求是的态
所忧，就无法感知群众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就不
度和作风，努力为人民做好每一件事。在延安整风
会对群众有敬畏之心、有爱戴之情，就会滋生贪图
运动开篇报告中毛泽东指出 ：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
享乐、消极腐败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也
列宁主义的态度，并强调 ：
“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
会丧失。我们党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和人民
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
[1]759
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会补足精神之钙。
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三、牢固树立勇于自我批评的作风
二、牢固树立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作风
延安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反对主观教条主义，采
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
用的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其中自我批
动。参加整风运动的群众之多，发动之彻底都是空
评是关键。1957 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前的。整风运动中，从计划的制定，到每一个阶段
“在一九四二年，
工作的部署，都贯彻了群众路线。全党上下结合， 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到 ：
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蹲点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出一
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作‘团结——批评——团结’。
套紧密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全面系统总结
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
后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
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
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著名论断。始终
的团结。……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
牢固树立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延安整风运动成
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
功的基础，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都是我党成功的关键， 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
利。”[4]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三
我党从建党伊始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广大人民利
益的忠实代表，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危险。 大优良作风之一，我党正是因为有自我批评的勇气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
和魄力，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能够拨乱反正，确
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 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在官
成就。十八大以后，我们党聚焦“四风”问题，明
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 确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
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3]368-369 历史和现
要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党内以整风精
实都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和人民群众联系紧密， 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铁的纪律，以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的勇气和魄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正风
我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 ；脱离人民群众，我党的
事业就失去了根基和基础，就会面临着失败的危险。 肃纪，修正党性，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解
决实际问题，更解决思想问题。通过勇于自我批评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充分调动最广大人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内“四风”问题得到
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我党才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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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扭转 , 但要坚决杜绝“四风”问题，在党内必
须牢固树立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牢固树立勇于
自我批评的作风是确保我党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毛
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
“有无
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
显著的标志。”[5]《共产党宣言》里的一段经典论述，
也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阐述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
马克思政党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共产党人同其他无
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是 ：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
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
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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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实践方面，
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
运动前进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
级群众优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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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正是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是我党的宗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工作的追求，除了为人民谋利益之外，共产党人
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无私者无畏，所以共产党人
始终以大无畏的精神直面矛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
民的根本利益。
勇于自我批评也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
段，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反腐败尤其要避免变
成封闭式的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是要时刻从人民群
众反映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出发，以勇于自我
批评的审慎态度和开放胸襟，反思问题，寻求规律，
自我改革，促进发展。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指出，批评
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
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必须坚持不懈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用好。坚
持“团结——批评——团结”，按照“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严肃认真提意见，满腔
热情帮同志，决不能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把
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对待批评要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不能搞无原则的纷争。批评必须出于公心，
不主观武断，不发泄私愤。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
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
坚决克服文过饰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把发现
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的重

要依据。
在工作中，我们总是手电筒对着别人，放大
别人的缺点和不足，往往忽视自己的毛病，要求别
人吹毛求疵，对自己则降低标准和要求，不善于剖
析自我，不愿意从主观上找原因，不能一日三省吾
身，“与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在这方
面，周恩来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历来认为应该多
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他以身作则，从
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直都严于律己。1931
年至 1934 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
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红军由 30 万人减到 3
万人，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根据地丧
失了百分之九十。和博古的辩解和李德的固执与回
避不同的是，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
承认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错误。他认为事实胜于雄
辩，严酷的事实说明了必须破除王明所标榜的“国
际路线”的迷信。延安整风运动中，周恩来用 3 个
月的时间潜心读书并反思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
教训。他通过严肃回顾参加革命 20 多年来的斗争历
程，主动检查自己工作的失误和错误，认真总结经
验教训，把自己犯过的错误不仅向党内同志讲，还
向党外朋友讲。这种诚恳地自我批评，周恩来做过
很多次，充分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的胸
怀和强烈的责任感。无数革命前辈以周恩来为榜样，
勇于自我批评，诚恳接受批评。勇于自我批评也成
为规范我党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我党也在批评与
自我批评中发展壮大。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市场成
为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的形势下，我党如何以正确
的利益观、价值观为导向，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以
自我批评自我革新的思想武器引领全党八千多万党
员时刻保持政治的清醒，防微杜渐、拒腐防变，党
的作风建设仍然任重道远。“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一支勇于自我批评的党员队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才能发挥中流砥柱的先锋作用。
“我们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同时也面临着‘四大考验’
‘四种危险’。完成历
史使命，战胜风险挑战，必须管好党、治好党，确
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
心。”[7] 要管好党、治好党，全党必须始终传承和弘
扬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与人民
群众血肉联系、勇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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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nlightenment on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U Ai-yu
(Anhui Radio & TV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to our party
construction and combing the present requirement of comprehensive strictness in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the
paper illustrates the modern value of three styles of work, i.e.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proposed at that
time, keep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being active in making self-criticism. Therefore, it’s suggested
that firmly establishing the three styles of work is still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style construction of our party
nowadays.
Key words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three styles of work；style construction；party construction

[ 责任编辑

4

李潜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