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政治建

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袁 成为我们党各项建设

之首袁 并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袁 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对政治建设的内涵有

清晰的认识遥 野政治纪律冶是我们党在政治方面的

行为规范袁主要用于处理各级党组织尧党员与党中

央及党的路线尧方针尧政策之间的关系袁是我们党

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政治建设得以健康运行

的重要保障遥 从历史维度对野政治纪律冶这一概念

内涵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更长的时段认识我们

党的历史袁 也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下政治建

设的内涵遥 目前我们党对野政治纪律冶的界定主要

包括政治路线的纪律尧 政治工作的纪律与政治生

活的纪律三大组成部分袁 这三部分各有其复杂的

历史发展遥 本文试从概念史角度对我们党历史上

曾经出现的三种野政治纪律冶的内涵进行探讨袁梳
理野政治纪律冶这一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遥

一尧政治路线的纪律

在革命尧 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都有自

己的政治路线袁这是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具体体现袁
决定着一定时期内的行动和自身建设方向遥 维护

政治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野政治纪律冶最基础也是最

重要的内涵袁野政治纪律冶 的其他内涵均是在维护

政治路线基础上发展而来遥
早在 1919 年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八次全国

代表会议通过的叶俄国共产党渊布冤章程曳就已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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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出野党的纪律冶袁涉及野政治纪律冶部分规定野党
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冶[1]遥 中国

共产党成立后很快也通过了类似的制度遥 1922 年

中共二大制定的叶党章曳就已经有野纪律冶一章袁规
定 野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

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袁不得自定政策袁凡有关

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袁 中央执行委员会未

发表意见时袁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袁均不得单独发

表意见袁 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发表之一切言论

倘与本党宣言章程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及

所定政策有抵触时袁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令其改组

之冶[2]遥 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关野政治纪律冶已知的最

早规定遥
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内并未就路线问题出现

大规模的路线争论袁且李达尧李汉俊等对当时以陈

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不满的人多采取脱党的方式表

达反对意见袁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

内没有出现野政治纪律冶的使用案例遥
笔者所知最早提议使用野政治纪律冶的案例发

生在 1927 年 2-3 月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期

间袁此时野政治纪律冶不仅用于维护中央权威袁地方

党组织也曾利用野政治纪律冶维护自身威信遥 上海

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规划时袁 陈独秀要求以国民

党派驻上海的特派员钮永建为军事领袖尧 上海商

界的虞洽卿为民众领袖遥 彭述之积极支持陈独秀

的主张袁提议加紧策反军队袁甚至建议在起义成功

后野政权可以落到资产阶级的手里冶[3]遥 2 月至 3 月

间袁瞿秋白写成叶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曳一文袁认
为党内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纪律袁野但是真正纪

律袁政治上的纪律差不多没有冶袁野政治纪律冶就是

全党对党的政治决议和政治路线的遵循袁 党组织

或个人 野违背中央命令袁 违背政治议案而对之怠

工冶就是违背野政治纪律冶遥 瞿秋白批评同为中央执

行委员会委员尧 中央局委员的彭述之在上海工人

第二次武装起义中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袁 违背

了中共四大关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治决

议袁违反了中共的野政治纪律冶[4]遥 几乎与此同时袁具
体领导武装起义的罗亦农也在不断反思起义遥 在

上海区委活动分子大会上袁 时任中共上海区执行

委员会书记的罗亦农提出 野党的政治纪律问题冶袁

认为野政治纪律冶就是与野党的思想一致冶尧与野党的

行动一致冶遥 在罗亦农眼中野政治纪律冶不仅仅是维

护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与中共中央的权威袁 下级

组织维护上级组织的威信尧 支持上级组织的决策

也是野政治纪律冶的重要内容遥 罗亦农反对党员与

党组织未经区委允许擅自行动或公然质疑区委的

决定袁 要求 野每个同志对于区委所决定的一切政

策袁绝对不准有丝毫违反冶袁野区委受代表大会之付

托袁中央党部之监督袁将绝对负责指导各同志的工

作袁并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冶[5]渊P250-251冤遥 1927 年 11
月袁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

党党史上唯一一个叶政治纪律决议案曳袁对于各地

未能执行野八七冶会议决议的问题进行了处罚袁其
中最严厉的当属谭平山袁谭因违反政治路线尧不尊

重中央被开除党籍袁其余人员处罚相对较轻[6]遥 此

后袁 在维护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层面上袁野政治纪

律冶还在继续使用袁如 1927 年 12 月袁湖北省委就

曾指控长江局领导罗亦农野畏缩不前袁临阵退缩冶袁
不敢发起群众暴动袁违反了野政治纪律冶[5]渊P339冤遥

但此时野政治纪律冶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袁主
要有两种情况院一是由于政治路线的不断调整袁因
此 野政治纪律冶 执行中存在前后矛盾的现象袁如
1927 年底中共中央根据湖北省委的意见成立湖北

特别委员会调查罗亦农袁停止了罗亦农的职务袁转
由湖北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群众暴动遥 但 1928 年

初中共中央又宣布停止之前的暴动计划袁 实际上

肯定了罗亦农先前的观点尧 否定了湖北省委的指

控袁罗亦农随后还参加了野六大冶的筹备工作遥 二是

由于部分党员抵制袁野政治纪律冶几乎无法执行袁如
野八七冶会议后中共中央经历了改组袁新的中央希

望陈独秀等前中央领导承认自己在大革命中所犯

的错误袁 并一再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进行反思和

学习袁均遭到陈独秀拒绝遥 此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对

陈独秀施以警告尧记过尧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等处

分袁野政治纪律冶无法执行遥
随着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和领导核心的形

成袁野政治纪律冶 执行难的问题得到解决袁野政治纪

律冶的贯彻方法也发生变化遥 抗日战争时期袁中国

共产党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袁探
索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袁对革命的性质尧对象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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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尧动力尧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成熟的

答案袁有了一条正确尧稳定的政治路线袁避免了因

路线频繁变动引发的野政治纪律冶执行前后矛盾的

情况遥 同时袁 毛泽东不仅强调利用组织手段执行

野政治纪律冶袁更强调通过中国共产党内整风尧思想

教育贯彻野政治纪律冶遥 此前瞿秋白等人已经意识

到单凭组织手段无法很好地维护 野政治纪律冶袁贯
彻执行野政治纪律冶的基础是打通思想袁野使群众认

识他的错误冶[7]遥 但瞿秋白仅提出了设想袁并没有成

功实践这一设想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全党通过整风运动统一

了思想袁在组织手段外开辟了一种全新的野政治纪

律冶贯彻方式遥 1927 年 11 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

局扩大会议利用叶政治纪律决议案曳执行野政治纪

律冶袁但这种单纯的组织手段效果不佳袁部分被处

罚者口服心不服遥 据张国焘回忆袁张国焘等人回上

海参加会议期间袁野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袁 其他

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袁 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

题冶[8]遥 组织处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共产党

党内团结的问题袁 频繁的组织人事变动反而引发

了猜疑袁随后党内还发生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遥 延

安时期袁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

创了以整风运动贯彻野政治纪律冶的新方式袁使野政
治纪律冶成为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遥

除了对政治路线的学习之外袁 中共中央还专

门起草了 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曳渊以下简称

叶历史决议曳冤统一全党的思想遥 相比叶政治纪律决

议案曳袁叶历史决议曳经过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充分

的讨论袁达到了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袁其形成过程

十分复杂遥 1941 年 9 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叶关于四中

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曳袁原计划于

11 月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袁但因为党内存有争议袁
并未付诸实施遥 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展整风运

动袁普遍学习和讨论党史遥 为了让全党在政治上实

现高度统一袁 中共中央从西北局高干会检讨西北

地区党史入手袁总结政治路线问题袁并于 1944 年

成立野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冶袁多人起草尧
讨论并多次修改叶历史决议曳草稿袁最后交由党的

六届七中全会集体表决通过[9]遥 叶政治纪律决议案曳
与叶历史决议曳都是党中央为贯彻政治路线尧维护

野政治纪律冶通过的决议袁前者偏重组织手段袁后者

不仅运用组织手段袁更强调思想手段袁代表着一种

新的更为有效的野政治纪律冶执行方式遥 此后党内

野政治纪律冶的执行遵循思想手段为基础尧组织手

段为保障的路径袁 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叶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曳便是如此遥

二尧政治工作的纪律

维护政治路线是设置 野政治纪律冶 的根本目

标袁 而政治路线要靠具体的工作来落实并贯穿于

各项工作之中遥 为了保证各项工作遵循政治路线袁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出了政治工作这

一独具特色的工作领域袁 并通过政治工作解决思

想尧观点尧立场等问题袁以期实现思想和行动的统

一袁 在此过程中对各行各业提出了具体的政治要

求和纪律袁这点尤其体现在军队的工作中遥 随着实

际工作的发展袁政治工作的纪律逐渐成为野政治纪

律冶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在民主革命时期袁 政治工作纪律的主要方面

就是军队政治纪律遥 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

曾在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曳一文中提出野反
对土匪主义袁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冶[10]袁就是专指红

军中无纪律尧 无组织尧 无明确政治目标的抢掠行

为袁 毛泽东写作此文就是要求红军加强军队政治

纪律建设遥 又如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抗战初期所

著叶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曳一文中曾提出

野游击队只要有很好的政治纪律袁相信群众袁依靠

群众袁帮助群众袁它不但能够存在袁而且是能够发

展的冶[11]遥 再如解放战争时期袁毛泽东曾重申野政治

纪律冶问题袁要求野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袁给人

民以良好影响冶[12]遥 这些野政治纪律冶都是指军队政

治纪律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袁中央仍使用野政
治纪律冶规范军队行为袁如 1950 年 10 月毛泽东在

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曳 中强调志愿军要

野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袁这是保证完成

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冶[13]遥
军队政治纪律主要是指有关军队政治工作等

方面的纪律袁 其目的在于保证军队贯彻我们党的

政治路线与具体政治指示袁 使军队担任军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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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者的同时成为政治路线执行者遥 从民主革命

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袁 军队的政

治纪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院 一是路线层面或指导

思想层面袁主要是指军队应理解尧拥护并贯彻我们

党的政治路线尧方针尧政策袁明确自身的政治目标曰
二是工作层面袁 主要是指军队应积极承担政治工

作尧政治任务袁特别是争取群众的工作遥 其提出和

完善经历了一个过程遥
大革命时期袁 虽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国

民革命军中进行政治工作袁但并未独立领导军事袁
也未明确提出军队政治纪律问题遥 在大革命至土

地革命战争的过渡期袁 中国共产党初步意识到军

队政治纪律问题遥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袁毛泽东在

率领工农红军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提

出野三大纪律冶袁即野行动听指挥冶尧野不拿工人农民

一点东西冶和野打土豪要归公冶遥 其中野行动听指

挥冶尧野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冶 两条尤为重要袁强
调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袁 初步提出了

军队的政治纪律问题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袁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

导革命军事斗争袁积累了建军尧治军的丰富经验袁
进一步明确了军队的政治纪律问题袁 提出军事工

作必须时刻贯彻政治意识遥 1929 年 12 月袁古田会

议召开袁会议通过叶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

代表大会决议案曳袁在军队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

等方面丰富了政治纪律的内容遥 在党与军队问题

上袁决议案批判了野单纯军事观点冶袁强调野中国的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冶袁军
队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重要力量袁 反对将军事

工作与政治工作对立遥 军队在军事战斗以外还要

承担相当的政治工作袁如宣传群众尧组织群众尧武
装群众尧 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

党组织等袁军事工作离开政治就野失去了打仗的意

义袁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冶[14]遥 此时毛泽东

等人已经开始注意传统军队观念对红军的影响袁并
鲜明地提出红军与传统军队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红

军要执行党的政治工作尧 政治指示与政治路线袁红
军的政治工作机关不能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遥 此后

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政

治纪律的执行遥

抗日战争时期是军队政治纪律的完善时期遥
抗日战争前中期袁 军队的政治纪律主要包括贯彻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尧 执行党的指示与团结群

众的政治工作三个方面遥 前两点贯穿于各个时期

的军队政治纪律中袁 此处不再赘述遥 关于团结群

众袁朱德曾于 1938 年指出野抗日游击队政治纪律的

优良冶表现为维护群众利益袁野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

围冶[15]遥同年袁任弼时也曾提出八路军的野政治纪律冶
表现为野驻扎民房袁须先征求居民的同意袁损坏东

西要赔偿袁更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冶[16]遥邓小平

于叶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曳一文中强调军队政治纪

律在于野不扰民袁不违反国策冶[17]遥 邓子恢还曾将军

队的野政治纪律冶概括为三部分袁即野坚决抗日救

国冶尧野服从命令听指挥冶和野爱护老百姓冶[18]遥 1944
年袁 谭政代表八路军留守兵团在西北局高干会上

作了题为叶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曳袁对军

队的政治纪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袁 报告经过毛泽

东等人修改后印发全军学习遥 报告申明野共产党领

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冶袁要求

全军高度重视政治问题袁 并从组织问题与政治工

作问题关系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军队的政治纪律问

题遥 在组织问题上袁报告就军党关系尧军政关系尧官
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提出了明确要求遥 在军党关

系上袁军队野必须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放在共产

党及其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之下袁 不能闹独立

性冶袁军队应积极拥护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曰在军

政关系上袁军地应紧密配合曰在官兵关系和上下级

关系上袁军内应反对军阀主义尧禁止打骂行为遥 在

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关系问题上袁 报告提出进一

步加强政治工作袁 恢复古田会议决议中的许多政

治制度袁如党的代表会议制度袁并要求加强群众政

治工作袁 如规定每年农历正月是拥政爱民月袁野全
军应利用这个时间袁 在所有连队中进行拥政爱民

的深刻教育冶[19]遥
新中国成立后到野文革冶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袁

军队政治纪律的提法及其内涵没有太大的变化遥
例如介绍毛泽东建国后相关著作的叶毛泽东选集曳
第五卷较少提及政治纪律袁野政治纪律冶 一词仅在

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曳一文中使用袁所指

即是军队政治纪律问题袁 其内涵与民主革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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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政治纪律相同[20]遥 野文革冶爆发后袁军队也卷入

其中袁开始出现野派性冶问题袁因此军队政治纪律更

加突出听党指挥的问题遥 如 1975 年 7 月 14 日袁邓
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批评军队 野有点散冶袁
野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呀袁个人服从组织呀袁都不管

了冶袁中央下发的指令与政策迟迟得不到落实袁野不
只是个人袁甚至有的单位也违抗命令冶袁邓小平强

调这是严肃的野政治纪律问题冶袁军队必须消除野派
性冶袁听从中央指挥[21]遥

三尧政治生活的纪律

野文革冶中的野派性冶争斗不仅导致中共中央开

始调整军队政治纪律袁还直接影响了野文革冶后中

国共产党对野政治纪律冶的重新认识遥 野文革冶中各

种野派性冶团体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好恶选择性地解

释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袁 在拥护政治路线的口号

下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加以抵制遥 野文革冶
十年动乱结束后袁中共中央反思历史经验和教训袁
将民主集中制既作为党的组织纪律袁 也视为党的

野政治纪律冶袁提出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野政治纪律冶
问题袁强调维护中央权威也是党的野政治纪律冶袁要
求全党在思想上认识到野政治纪律冶的重要意义袁这
两点构成了新时代野政治纪律冶新内涵的重要基础遥

1976 年袁由于邓小平同志被错误打倒袁军队政

治纪律整顿工作被迫暂停袁直至野文革冶结束后才

重新开始遥 军队政治纪律的内涵已经发生深刻变

化袁由原先的两个层面集中到维护政治路线尧拥护

党的领导两个问题上遥 1978 年 5 月袁叶剑英在全军

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袁野从政治上尧思想上尧组织上

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冶 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

心袁也是军队的野生命冶袁军队政治纪律核心要点就

是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领导[22]遥 同年叶人民日

报曳还曾发表叶军队非讲纪律不可曳等文推动军队

政治纪律的整顿与野政治纪律冶概念的重新诠释[23]遥
中共中央在维护政治路线的基础上袁 提出将

维护中央权威作为党内政治生活应遵循的纪律遥
1980 年袁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叶关于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曳渊以下简称叶准则曳冤袁吸取野文革冶
中野派性冶争斗的教训袁要求野坚持党性尧根绝派

性冶袁认为野一部分党员如果背着党有组织地进行

与党的路线尧决议相背离的活动袁就是派性活动冶袁
野进行派性活动袁必然会阻碍党的路线尧方针尧政策

的贯彻执行冶袁强调党内政治生活应遵循野政治纪

律冶问题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院一是维护政治路线袁
二是维护中央权威遥 叶准则曳还规定野坚持党的政治

路线和思想路线袁 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

的一条冶袁野任何部门尧任何下级组织和党员袁对党

的决定采取各行其是尧各自为政的态度袁合意的就

执行袁不合意的就不执行袁公开地或者变相地进行

抑制袁以至擅自推翻袁都是严重违反党纪的行为冶袁
并将原先属于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纪律的部分内

容引入野政治纪律冶范畴袁提出野全党服从中央袁是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首要条件袁 是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尧方针尧政策的根本保证冶袁初步将维护党中央

权威作为野政治纪律冶的重要内容[24]遥
叶准则曳在坚持维护政治路线的基础上强化了

服从中央与执行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遥 在此之前袁
虽然执行 野政治纪律冶 也是为了保证党的团结统

一袁但并未明确是为维护中央权威袁服从中央往往

被视为组织纪律而非野政治纪律冶遥 如 1927 年初瞿

秋白在叶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曳一文中直接要求

对自己的上级彭述之执行野政治纪律冶袁质疑时任

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所推行之政策不符合中共四

大关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治路线袁 并将全

文印刷成册于中共五大会场上散发譹訛遥 显然袁在瞿

秋白眼中袁执行野政治纪律冶不完全等同于维护中

央权威遥 又如罗亦农仅代表上海区执委袁为维护上

海区执委的权威也能执行野政治纪律冶袁说明当时

野政治纪律冶并不必然对应中央遥 再如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曾多次强调反对分散袁 解放战争

时期建立了完善的请示报告制度袁1953 年还发动

了反野分散主义冶运动袁但均是将其作为组织问题

处理袁而非野政治纪律冶问题遥
改革开放后袁维护中共中央权威被明确为野政

治纪律冶 的重要内容袁 民主集中制也被视为党的

野政治纪律冶遥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整党运动中袁
叶准则曳将维护中央权威作为野政治纪律冶的新提法

在全党加以贯彻遥 1983 年 10 月袁党中央发布叶关于

整党的决定曳袁强调野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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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的基础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袁 这是党的政治

纪律冶袁野能否做到这一点袁是衡量党组织和党员的

思想尧政治和纪律状况的主要标志冶[25]遥 随后 90 年

代的野三讲冶教育又进一步将组织纪律各项要求纳

入野政治纪律冶中遥 1999 年 6 月 28 日袁江泽民在纪

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8 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提出野民
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

制度袁也是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冶[26]袁将组

织纪律融入野政治纪律冶袁通过组织纪律进一步强

化野政治纪律冶尧强化对中央权威的维护遥 军队野政
治纪律冶内涵也逐渐与叶准则曳精神接轨袁其特殊性

逐渐淡化袁野政治纪律冶统一为维护政治路线尧维护

中央权威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基础上更加

突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尧时代性尧原则性尧战
斗性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野政治纪律冶的内涵袁更
加突出了新时代野政治纪律冶的新内涵遥

2013 年 1 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强调

野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袁 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尧最
根本尧最关键的纪律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

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冶袁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袁最
核心的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尧
基本路线尧基本纲领尧基本经验尧基本要求袁同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袁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冶袁并要求党

的各级纪委要把维护党的野政治纪律冶放在首位袁
加强对野政治纪律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27]遥 随后袁又
提出野四个意识冶袁即政治意识尧大局意识尧核心意识尧
看齐意识袁进一步具体阐释如何维护中央权威遥

除此以外袁 面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内政治生

态污浊尧 理想信念缺失尧 极少数高级干部权欲熏

心尧拉帮结派的现象袁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丰富

了政治生活纪律的内容遥 2016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指

出 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冶袁
党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袁 增强党内政治生

活的政治性尧时代性尧原则性尧战斗性袁全面净化党

内政治生态袁野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冶[28]遥
2016 年 10 月 27 日袁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叶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曳袁 以维

护中央权威与严肃政治生活为基调袁 提出了许多

具体的野政治纪律冶袁如野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尧小
圈子尧小团伙袁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尧培植个人

势力尧结成利益集团冶袁又如野不准参与邪教袁不准

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尧民族分裂势力尧暴力恐

怖势力及其活动冶等[29]遥
十九大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90 多年历史

蕴涵的经验与教训袁 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

身建设中应遵循的野政治纪律冶问题遥 所提出的野政
治纪律冶 包括维护政治路线的纪律和参与政治生

活的纪律两大部分袁 一如既往地强调全党要坚定

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尧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袁并在政治生活中严明党的野政治纪律冶和政

治规矩袁 要求全党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

生活的侵蚀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30]遥 十

九大还对党章进行了修改袁将野增强党内政治生活

的政治性尧时代性尧原则性尧战斗性袁发展积极健康

的党内政治文化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冶
写入党章袁 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生活

纪律内涵的丰富进一步明确袁 并上升为全党的规

范加以贯彻[31]遥
新时代党的野政治纪律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

是强调思想问题遥 野政治纪律冶是一种惩戒袁但惩罚

仅是手段袁目的在于激发党员的积极性袁让全党自

觉地服从党的路线尧方针尧政策袁让党员野始终牢记

政治责任袁襟怀坦白袁言行一致袁自觉维护党的形

象冶[32]遥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尧时代性尧原则

性尧 战斗性就是要全党认识到作为一个党员应有

的信念尧立场尧观点和方法袁使之内化于心袁让党员

在思想上树立政治意识尧大局意识尧核心意识尧看
齐意识袁在此基础上实现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袁
切实做到对党忠诚尧为党分忧尧为党担责尧为党尽

责遥

四尧结 语

以概念史的视角审视政治纪律袁 从维护政治

路线的纪律袁到推行政治工作的纪律袁再到开展政

治生活的纪律袁中国共产党野政治纪律冶的内涵逐

步丰富袁 由一个方面发展到三个方面遥 在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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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政治路线始终是野政治纪律冶的核心袁野政治纪

律冶的提出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袁其后

虽发展出政治工作的纪律尧 政治生活的纪律等多

个野政治纪律冶袁但政治路线始终贯穿其中袁维护政

治路线是野政治纪律冶最本质的要求袁政治工作是

为更好地维护党的政治路线发展而来遥 同样袁党内

政治生活的纪律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如何维护政

治路线不断探索的结果遥 维护中央权威应同维护

政治路线结合在一起袁 维护中央权威本质上是维

护中央的正确意见尧正确领导袁特别是正确的政治

路线及在正确路线基础上产生的方针尧政策遥 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袁增强党的战斗力尧凝聚力同样也是

为了执行党的政治路线遥 当然袁我们也应看到野政
治纪律冶这一概念的复杂性遥 野政治纪律冶虽然以政

治路线为核心袁但并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路线袁其中

政治工作的纪律与政治生活的纪律各有其特点遥
野政治纪律冶是一个内涵复杂尧不断发展的概念遥

注院
譹訛 当时彭述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袁瞿秋白为宣传部

委员遥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袁中
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渊第 1 卷冤[M].北京院
中共党史出版社袁20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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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Political Discipline冶: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ZHOU Jia-bin1, WU Zu-kun2

(1.College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Party School of Jilin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Changchun, Jilin, 130012 )

Abstract: At present, our party's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mainly includes three major components: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line,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work and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life. Each of these three parts has
its complicate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en "political discipline" first appeared, it mainly referred to the discipline of
maintaining the political line. In 1927, in the name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Qu Qiubai fought against the words and deeds
of Peng Shuzhi and others who violated the party's political line. Subsequently,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work became
another important meaning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truggle, military political discipline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work.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prward the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life, promulgated the "Several
Guidelines on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and proposed that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be also "political
discipline" and make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 and
the political discipline of the military has gradually moved closer to this.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discipline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line and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party committee,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rther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connotation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The focus of the
concept gradually tilted toward the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and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political, epochal,
principled, and combatant nature of the party爷s political life, and highlighted the new connotation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olitical discipline; political line; political work; political life; history of concepts; historical dimension

China爷s Distribution Theory Innovat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CAI Ji-ming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long with the formation of mixed ownership structure based on public
ownership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e forms of ownership, China's distribution system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single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labor to distrib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various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 major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theory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theory on the basis of con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 ownership of non-labor elements
is only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factor owners to take shares in distribution, and their shares depen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actors. Namely, in terms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as long as the income share of various factor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these factors to the value (social wealth), the distribution is fair,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economy and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Key words: dis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labor; distrib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ontribu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general value theory; non-public economy;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揖上接第 30页铱

第 4 期 周家彬袁吴祖鲲院野政治纪律冶院一个概念史的梳理 窑87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