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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清明及其重要性

1.政治清明。所谓政治清明，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

描述，从中国传统政治价值取向看，“圣贤之德”应当

是“政治清明”的重要基础。从世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方向看，“民主法治”应当是“政治清明”的重要元素。
从党的十八大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要求看，“廉洁奉

公”应当是“政治清明”的核心要义。要做到廉洁奉公，

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地
位观、政绩观，必须牢固树立权力来源于人民、只能用

来为人民谋利益的观点。
2.当前提倡政治清明的重要性。“建设廉洁政治，

干部清正是基础，政府清廉是关键，政治清明是核

心。”堅決而彻底地去反对腐败的现象和行为，建设好

廉洁政治，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所一贯坚持的鲜明

的政治立场，当然这同时也是我国广大的人民最为关

注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问题解决

好，就会对我们党会造成最为致命的大伤害，进而在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亡党和亡国。必须拒腐防变须要做

到警钟长鸣，且反腐倡廉制度要常抓不懈。一定要做

到坚持综合治理，而且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注重预

防这个大的方针，全面而系统地大力推进惩治和预防

腐败之体系的建设，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做

到政治清明。

二、从典型朝代的兴衰看我国政治
清明之历史演进

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历史上只有三个时代可以称

为政治上清明的、官吏是廉洁奉公的，也隔绝了腐败

现象，政通人和而且广大百姓是一片称颂，吏治风气

也是较为良好的时代：尧舜时代（主要是传说时代，史

料不多）、隋的开皇仁寿盛世、明朱元璋的洪武年间。
在这几个时代里，绝大多数的官吏基本上都能做到奉

公守法且不欺压百姓，当然民间的民怨也是几乎绝迹

了，在社会上下也是一片民风淳朴的风气，并且国家

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太平盛世之景象。
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尧舜时代是在生产力极

为低下的人类父系社会这个初级阶段的原始社会的

部落，其国家机器基本都还没有诞生，其政府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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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集团也尚未没有形成，它是一个较为粗糙、粗旷、
也不堪细分的较为野蛮洪荒时代，最多只能算得上是

一个治世，却怎么也是算不上是一个盛世的。
而明朝朱元璋洪武年时期，开国初期就株连了一

大批的功臣集团，在社会激烈大的变革与政局的剧烈

动荡之情况下去进行了内部的大清洗或大整风运动，

一大群贪官污吏被杀了，震慑一时的人心，才使得社

会的风气稍微向好的方向转，这个清廉是靠杀贪官杀

出来的，由于杀不胜杀且屡禁不止，这只是被动清明

而不是自发的清明，治标不治本，没有能从根本上解

决和彻底根治腐败之问题。所以只要稍有懈怠，那些

贪官污吏们又会疯狂进行反扑与反弹，从而可知从根

本折政治制度上去养成一个清廉的官僚体系的自觉

性是十分必要的。相比较情况之下，在隋文帝的开皇

仁寿盛世这个时代的官员相们是以自律以清廉为荣

的，贪赃枉法和以身试法者是寥寥无几的，官吏们基

本都能去自律自觉自发的做到爱民如子，注重造福地

方，可以说隋文帝的开皇仁寿盛世是成为中国古代历

史上的政治最清明的时代。
唐朝在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下开创了贞观之治，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盛世，然而它的社会整体水平仍

然不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李世民的儿子李治不算是

昏庸之辈，但也仅能够勉强支持李唐王朝，可以守成，

但不能够开创新的纪元，而中国历史上的唯一的一个

女皇帝武则天则颇有李世民的风范，她虽然重视自己

的武氏家族，大肆兴佛，但总体上是一个贤明的君主。
在这样几代的积累下，李隆基登基以后，首先稳定了

民心，因为在人们的观念的中，还是男尊女卑，对于李

唐复兴抱有支持的态度，李隆基深受李唐责任的熏

染，有足够的才能和远大的抱负，故而，可以在原有的

基础上开创盛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开元盛世”，但

也因为他的生活相对顺遂，造成了性格上的刚愎自

用，导致了后来的“安史之乱”。

三、当前政治清明建设的必要性

1.政治清明是党治国理政的理念和目标。“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都是从某一个领

域或方面来分别强调党的建设内容和任务，而反腐倡

廉建设则是着眼于建设廉洁政治，着眼于兴党、强国、
富民的重大责任所提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性、关键性、
综合性的党建目标和任务。”[1]把反腐倡廉建设的作为

重要内容排在前面，一方面表明了当前我国政治清明

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任艰巨，同时也表明了我们党不断

加强自身建设，坚决反对腐败，实事求是，建立清正廉

明的党和政府的决心和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
2.政治清明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关键性、综合性的

党建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八大把反腐倡廉建设的作为

重要内容排提出来，一方面表明了当前我国政治清明

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任务之艰巨，另一方面同时也表明

了中国共产党断在加强自身的建设，坚决地反对腐败

现象和行为，实事求是，建立清正廉明的党和政府的

决心和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
3.是党经受“四种考验”和克服“四种危险”的需

要。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

党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着长期执政，大力进行改革开

放，全面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当前外部复杂环

境的这“四种考验”以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
消极腐败的这“四种危险”，所以我们党必须要把加强

做好党的作风建设，建立清政廉明的政治以及反腐倡

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4.是实现“三清”目标的关键。廉洁政治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形态。廉洁政治是

一个构成性的总体目标。它由若干的子目标所构成构

成的。廉洁政治的总目标就是要通过实现公职人员、
政府及部门、管理过程以及权力运行三个子目标来达

到，即:要建成所有的公职人员都能清正、所有的政府

机构都廉洁廉洁、几乎所有的政治运作过程都要公正

透明。要做到这“三清”即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

明，就能达到建好廉洁政治，从而做到政治清明，同时

也是廉洁政治实现的重要的措施、表现以及途径，做

到这三者有机的结合，就构成了廉洁政治的较为完整

的系统。
5. 是保证公仆不变质的重要内容。在我们国家，

“当官”与“发财”是水火不相容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

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绝不

能以权谋私发不义之财，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

定的。“人不能把金钱带入坟墓，金钱却可以把人送入

坟墓”。一个称职的政府官员、一个遵纪守法的政府官

员，是没有发财的途径和机会的，是不可能发大财的，

如果谁因当官发了大财，那发的只能是不义之财。发了

大财的政府官员，最终是没有好结果的。这些年不断被

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如王怀忠、韩桂芝、杜世成、刘志

华、郑筱萸、慕绥新、许宗衡等，其教训都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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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现政治清明的创新思路

只有“透明”才能达到“政治清明”。领导干部的收

入透明，让他们没有贪污受贿的机会。其实领导干部

的收入透明化，也是对他们的保护，只有廉洁奉公才

会不做噩梦。政务透明了，官员在接受监督的同时就

不敢懈怠；收入透明了，官员中就能少很多“房叔”“表

哥”。只要政府把自己展示在公众面前，接受公众的监

督，就可以达到政治清明，要在党的各方而把建设和

活动中去达到政治清明。
1.在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建设中去实现政治清明。党

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就必须要不断加强自身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实的执政基础，当

然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以及实践创新之本源问

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地走在时代的前列，始

终作为引领和推着动时代发展之动力和源泉，始终要

成为一切先进力量的代表者。当然党的先进性一定是

要把纯洁性作为基础的。这两个建设都是体现廉洁政

治建设的要求，是实现政治清明的必由之路。
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中始终要强化廉洁

政治方面的要注重加强理论方面的学习，同时加强思

想政治的教育，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衡量标准就是

要实惠政治清明，评价干部、机关是否清正，清明，清

廉，是否先进和纯洁，要把加强廉洁政治的建设放在

核心位置，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四种意识，即：党的意

识、政治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要将这四种意识

的增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将廉洁政治建设作为推进

党的自我建设、净化、完善、革新和提高能力的大力增

强，在其中完成党的政治清明的重要任务。
2.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去实现政治清明。要在党的

作风建设中支积极推进廉洁政治的建设, 实现政治清

明，强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真正地做到

为民、务实和清廉，为民、务实、清廉”是当前党员干部

的基本标准。一心为民则理想信念坚定、宗旨意识浓

厚；务实肯干则群众感情浓厚、工作作风扎实；清廉高

效则纯洁性、先进性本色彰显，党的形象和工作能力

节节攀升。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一切工作

的根本，唯此才能反腐防变，要坚持广开言路，闻过则

喜，多渠道、多方面听取群众意见，以党章为镜，以人

民群众为镜，瞪大眼睛往“实”处照、往“深”处照、往

“细节”处照，这样才能纤毫毕现、照出问题，才能修身

正己、警钟长鸣。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在其中任何

一个作风方面若出现了问题，都将与实现政治清明的

目标相背离。
建立政治清明的目标不仅是我们党要去完成好

的政治任务，也更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提出的政治要

求。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实现政治清明，也就是要求每

一位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时刻均需要摆正自己和人民

群众的位置，要充分认识到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是人民

所赋予的，所以其责任就是本心全意人民服务，自己

的任务就是顺民意、为民解忧、民民谋利，这也应该是

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行动准则而不能违备。所以一个党

员和领导干部所应有的优良的作风，唯有这样党员才

能成为清正廉明的党员，领导干部才能成为一个清正

廉明干部。
3.在反腐倡廉制度等的建设中去真正实现政治清明。

实现政治清明的着力点之一就是反腐倡廉建设，这同

时也是廉洁政治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障。杂实而

深入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

倡廉建设是实现政治清明的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要

标本兼治，惩治和预防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方法，做

到做有惩治于已然，防范于未然这样的思路。在完善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通过严厉查处和打击腐败实

现惩治腐败的目标，通过教育、监督及制度建设实现

预防腐败的目标，为实现政治清明减少负能量、增加

正能量。
要在完善惩防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着力推进反腐

倡廉的科学性、系统性、协调性、整体性和时效性，功

德更加良好的廉政建设的环境，为加快政治清明实现

路径的步伐。要更加注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那些问

题，这些是老百性最关心关注的问题，若解决不好会

使人民群众失去信心，要通过反腐把这些问题解决和

落实好这是实现政治清明的关键一环。
4.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廉洁政治建设，确保实现政

治清明。廉洁政治建设是一项复杂而广泛的系统工

程，要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去考验和把握，要全党和

社会共同努力并形成长期有效的机制，要建立和健全

有关体制和机制，做到有腐必反，有法治腐，有机制防

腐的法制轨道，以保证政治清明的真正实现。

五、实现政治清明的实现路径

1.走群众路线，是实现政治清明的重要路径。我们

党要立于不败之地，实现政治清明，主要就是密切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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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干群关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

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

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我们党要适

应新媒体时代对群众工作新的要求以及新的特点，要

深入细致地做好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教育工作、服务

群众工作等，要做虚心地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诚心

去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要始终做植根于广大人民之

中、而且要造福于广大的人民，始终做到与广大的人

民群众去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要能从广大人民群

众的伟大实践之中去汲取丰富智慧以及力量，做实办

好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实实在在的实事，纠正损害

群众利益的行为。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全党去深入

地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作为主要内容的关于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的活动，这也是实现政治清明的

重要路径。
2.先易后难，分轻重缓急，逐步推进。应当说，渐进

改革仍然是中国政改的最优选择。中国的经济改革走

的是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中国的政治改革走的也是

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这一改革路径的特点是，在局

部试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地推

进改革。渐进改革降低了改革的风险，减少了失误，最

大限度地维持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进行渐进改革，不是说不改革，而是改革要先易后

难，分轻重缓急，逐步推进。中国新领导人上台后，就选

择了比较容易突破的领域进行改革，例如，反腐败，转

作风，进行行政体制改革，都做得有声有色，很有效果。
从容易推进的领域开始，逐步向比较难的领域推进。同

时，在改革过程中，就社会普通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分轻重缓急，下决心进行改革，也可以赢得

社会的广泛支持，使改革具有更强的社会基础。
3.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改革并重。渐进

的改革一般都是自上而下推进的，由统治者领导和发

动，运用统治权威和政治力量向下推进。中国政治改

革也大致遵循了这一路径，只有领导层有决心，改革

就能有效推进。在改革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把有成效

的经验措施制度化，把改革成果巩固下来。例如，当前

开展的反腐败和转作风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效果，政

府机构改革及职能转变也形成了明确的思路，就应通

过制度或者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推动改革进

一步深入展开。
中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的成就，也可以对政治改

革起到一种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 30 多年

以来，中国的基层民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

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

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体系，许多地方还

在政府创新和基层政治管理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探

索。在改革过程中，也要认真提炼基层政治实践好的

经验，并使之上升到制度层面，或者在行之有效的范

围内进行推广。这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推进改革的非

常好的经验。
4.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

发展。如何处理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政治

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公民社会一直被

政治国家所湮没，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是近代中

国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

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家已经不能完全垄断各种社

会资源，社会组织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中国国家与

社会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国家的力量过于强

大，而社会的力量过于弱小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
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并不理想，

仍然存在诸多对社会组织的限制性政策。应当改革有

关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制度，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松

绑；健全社会组织的管理机制，营造有利于社会组织

发展的制度环境；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确

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要通过公民社会建设，逐步

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从而求得国

家与社会的均衡发展。
5.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推进政治廉洁。政治

廉洁意味着公共权力规范、公正和健康运作，公共权

力服从和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谋取私利的工

具。要实现政治廉洁，就要建立起有效的权力运行制

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防止权力腐败；就要制

定合理的资源分配制度，确保公职人员廉洁奉公、遵
纪守法，杜绝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公权私用。当前，中

国腐败问题非常严重，要实现政治廉洁，最为重要的

就是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行使相对独立和

相互制约。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确保决策权、
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要能确保国

家机关能够按照其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去行使权力。”[2]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各种

权力行使过程中不被其他权力所左右和控制。同时，

也要建立和健全对权力的平衡和制约机制，从而防止

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
6.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促进公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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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

想，这种文化与现代政治理念存在严重的冲突。1949
年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负面因素仍然有着深刻影

响。很多中国领导者存在严重的独裁和家长制作风，

习惯一言堂，听不得反面意见。一般人也觉得民主、自
由、人权等这些观念都是舶来品，不少人甚至认为这

些东西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负面因素，还具有一

定的生存条件，其深层因素依然有所保留。在这种背

景下，要推进中国政治变革，就应加强政治文化建设，

特别是要促进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应有意识

地通过政治宣传和政治参与等途径，提高公民的权利

与义务意识、自主与平等意识，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

与民主作风，并促使他们不断摒弃臣民意识，从而促

进公民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已经积累了解决问题的大量可资利用的资

源，包括：经济实力、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改革的经验教

训等等。有了这些资源，中国政改还是有望取得实质

性进展的。
要实现政治清明，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预防、教育和惩治三管齐

下，缺一不可。要注重加强反腐倡廉法制建设，推进法

制化和法治化进程。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反腐败法

律制度”，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光辉历史深刻昭示，牢牢把握并用好密切联

系人民群众这个传家宝，是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制胜法

宝。要注意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我们只有

经常“照照镜子，正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使广大

人民群众从教育实践活动中受益，才能换得党同人民

群众心心相印长相守，党的执政根基才能坚如磐石。
政治清明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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