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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坚持自我革命的价值蕴意和实践要求 

张  雷 

（桂林理工大学，桂林，541004）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伟大建设工程，实现新的历史使

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是跳出历史周期

率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刻把握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坚持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

贯彻落实“六个必须”，始终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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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

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坚持自我革命，不断解决了自身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个个问题，

纠正了前进中的错误，确保了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和人民在一起，从胜利走上胜利。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优良传

统。 

一、自我革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 

（一）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的根本使然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
[1]
。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

命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决定，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格。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

实现全人类解放为最终归旨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

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动”
[2]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

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并不是机械的、封闭的、孤立的开展运动，而是开放的、

革命的、发展的处理自身建设与外部各种问题的关系，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俱进，始终站在

时代的前列，从而不断提升自身建设水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

大事业中，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直面问题，深化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为了实现

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时也

要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从而让自己更能担当起历史重任，完成历史使命，“其内在逻辑前

提就是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
[3]
。 

（二）坚持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来自于党的宗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持自我革命，其底气和勇气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

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4]
从中

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刻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坚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

作的价值标准。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人民立场，有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才有了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自我革命并不是简单轻松的一件事情，也不是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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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大的内在动力是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的。回顾百年党史，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

到复兴路，为了完成党的初心使命，一代代、一批批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赴汤蹈火、英勇牺

牲、矢志不移。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就是一条艰苦奋斗的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

一条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染红的路。“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

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
[5]
流血何所惧，牺牲何所

惧，一个为人民利益可以牺牲生命的共产党，为了人民利益去修正自己的错误，为了实现民

族复兴清除内部的不健康、不纯洁的因素又有何惧呢？因此，自我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永远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的自觉选择，是确保党永葆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 

（三）推进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是对初心使命的坚守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6]
治国有常，

利民为本。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心里装着人民，想着人民，

才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会赢得人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
[7]
。铁的事实充分证明，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人心向背关系到执

政党的兴衰存亡。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就在于百年来对自己初心和使命

的坚守，才会实事求是的勇于面对问题，真心诚意的纠正错误和失误，从而做到人民群众反

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党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以正视问

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8]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和历史

担当，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要求，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以问题为指向，反

思自己，革新自己，完善自己，不断强化党员的党性自觉和宗旨意识，不断消除一切损害党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毒，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二、自我革命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然选择   

（一）时刻保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自觉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史中，发展成为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大党，带领着十四亿中

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不断解决

自身问题，永葆生机活力，做到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自觉。中国共

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成功的解决前进发展中

的各种问题，也注重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9]
七十多年前的“窑洞对”，毛泽东

主席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朗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

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10]

中国共产党发动人民，依靠人民，而人民也把信任交给共产党，最终

党和人民同心同德，一心一意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毛泽东主席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依靠外部的人民监督，通过党内外人民群众的监

督，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发扬民主，不断推进各项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第二个答案”，是党的自我革命。强调党内监督，正视自身问题、刀刃向内，自我

批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两个答案是辩证统一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不

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11]

有了人民

监督，党才会及时发现问题和不足，开展针对性的调整和完善；有了自我革命，党才会勇于

面对问题，自我修复、自我革新。要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最根本的是“自身过

硬”。无论是人民监督，还是自我革命，都是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挑战越发严峻，面对“四大考验”

和“四种危险”，能不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这个问题又一次尖锐地摆到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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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人面前。新时代发生伟大变革和取得历史性成就，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

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

任担当，不断加强革命性锻造，不断开创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从而探索出一条长

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三)自我革命显示了党知古鉴今的历史主动 

“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

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

期率”
[12]

。如何确保我们党不出问题，就必须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

疗伤，敢于壮士断腕，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

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永葆旺盛生命力

和强大战斗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

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
[13]

自我革命显示了我们党以

史为鉴，知古鉴今的历史主动。纵观历史上中外政权执政兴衰的历史和政党发展的过程，任

何执政权力和地位的取得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会永恒不变的，如果失去了先进性，僵化

保守，自以为是，骄奢侈靡，那无论其资格多老，实力多强，执政时间多长，最终也会淡出

历史的舞台。一些国家政党从胜到衰、兴衰存亡的惨重教训至今仍值得警醒、反思。中国共

产党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要长期为人民执政，就必须

深入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教训，在赶考路上不懈怠，不停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深刻把握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 

（一）新征程必须要发扬自我革命的精神 

任何理论都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不

仅仅是理论上的表达，更要落实到实践的探索中。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全体党员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三个务

必”：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

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奋发有为，团结一致，踔厉前行。新的前

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任务越繁

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因

此，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代把

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 

（二）坚持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 

事业发展，关键在党。要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纵

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

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

心。”
[14]

自我革命侧重于主观世界的改造，实现党的自我反思、自我纠偏、自我完善、自我

发展，是社会革命的基础、前提和保障；社会革命侧重于客观世界的改造，通过改造外部社

会关系的客观世界，攻克社会发展中的艰难险阻、矛盾节点，推进社会发展，是自我革命的

动力、方向和目标，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要坚持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

统一。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勇敢面对百年变局中的风险挑战，

坚定不移的以自我革命解决、破解发展中的社会革命困局，并且以社会的伟大变革的检验自

我革命的成效。在此过程中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以革命精神激发推进社会

革命、自我革命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贯彻落实“六个必须”推进新时代自我革命 

http://www.baidu.com/link?url=CoCieDp7qzo1rAFGwirXmN1zSTN-RPm7q6PouAZyJZXMS2hAhHRRDHbILFJjm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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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贯彻落实“六个必须”
[15]

。“六个必须”既

是百年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的生动总结，也是新征程上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辟自

我革命新境界的重要遵循。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

政治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突出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就是要用政治建设统领党的

各方面的建设，确保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权威，把解决党内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党的政治生活等

方面的问题作为重点，清除政治上的两面人。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

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思想建设就是要用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

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党员要学原

文、学原著、悟原理，将“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主要内容学习

领会好，补足理想信念之“钙”，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更好履行好新时代的重任。必须坚

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党的自我革命，

不但表现在集中解决党内存在的重大问题，更表现在经常性的工作和活动中对党员和党员领

导干部的系统教育、严格管理和日常监督。只有在日常工作中把抓纪律和作风放在更为重要

的位置，才能够使自我革命的要求得到常规化体现。“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八

项规定既不是最高标准，更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我们改进作风的第一步”
[16]

。必须持之以恒

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持续纠治“四风”，推进清廉单位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建设积极向上的社风民风，让老百姓在心情舒畅的环境下工作生活。必须坚持以

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反腐败没有休止符，也没有暂停键，必

须以零容忍的态度，一刻不停歇开展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17]

，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稍有松懈厌战就会导致前功尽弃，新征程上必须继续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

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

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管理，锻造忠诚干净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

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将全面从严治党、实现自我革命的经验成果，上升到制度规范层面，用

制度形式加以巩固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时代新征程，要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的问题和挑战，跳出历史周期率，永葆生机活力，创造更多人间奇迹，

建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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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Adhering to Self 

revolution in the New Era 

 

Zhang Lei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self-revolution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great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ing the new historical mission.The courage of self-revolution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to jump out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ic rate. For a new era and a new journey, we need to fully grasp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self-revolution, uphold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elf-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implement the "six 

must's", and constantly push forward self-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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