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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管理是 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 和手段 ,在 管理领域具有普遍 的应用价值。 把目标

管理引 入到思想政 治工作 ,是因为它 自身所包含 的特点和 功能符合思 想政治工 作规律 ,具有很好
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实现思想政 治工作目标管理要 解决好以下两个
问题: 一是要合 理规划和 正确操作思 想政治教育 目标 ; 二是要建立 起整个思 想政治工作 运行的保
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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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政治工作的目标管 理旨在把原来一个 少数

首先 ,目标自 身所 具有 的功能 是符 合思想 政治

政工 干部负 责、大 家受教 育的单 向灌 输旧体 制转 变

工作规律的。目标 ,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所要达到的具

为专门机 构和群众路线相结 合 ,双向交 流的新体制。

有一定规模的 期望标准。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人所期

目标管理 的实质是运用整分 合原理将整体目标 进行

望达到的成就和结果。它的主要功能包括启动功能、

分解 ,再将分解的小 目标进行综合 ,使之发挥大于 整

导向功 能、激 励功能、聚 合功 能等 ,目标 管理的 意义

体目标 的工作效果。 运用目标管 理方法开展思想 政

在于为人们提供 工作计划的中心点 和评价进度及效

治工作 ,使思想政治 工作进一步科学化 ,是社会主 义

绩的尺度指标。在管 理工作中 ,目标可以是外界实在

在向 市场经 济全面 推进过 程中 ,对思 想政治 工作 提

的对象 ,如一 定的产 量、质量 和数量 的指 标 ,也 可以

出的更 高要求。 本文围绕着思想 政治工作目标管 理

是理想的或精神的对象 ,如达到一 定的思想水平。目

这一主题 ,就思想政 治工作实行目标管 理的客观性 ,

标又有个人和集 体、团体之 分 ,团体目标 规定着个人

思 想政 治工 作中 的思 想 政治 教育 的 目标 设计 与 操

目标 ,也使团体内各个人的行动趋 向一致。管理中的

作 ,思想 政治工作 管理目 标的运 作等 问题作 些浅 层

目标是一个动态 系统 ,是若 干指标的结合 ,它包括达

次的研究 ,仅供参考。

到目标的程度、期限、完成目标的体系以 及目标成果

一、实施目标管理符合思想政治工作规

的评价等。 目标集中 地反映了管理活动 的重点和发
展的总 方向 ,它既是 一切 活动的 依据 ,也 是检查、验

律

收管理活动的依据和标准。
目标 管理是 一种 科学的 管理 方法 和手段 ,在 管

其次 ,目标涵 概的 内容 要素是 符合 思想政 治工

理领域 具有普遍的应用价 值。 把 目标管理引入到 思

作规律的。 思想政治 工作目标涵概的要 素是多方面

想政 治工作 ,是因 为它自 身所包 含的 特点和 功能 符

的 ,但 主要的 ,构 成目标 框架 的具有 三大 要素 ,即任

合思想政治工作规律 ,具有很好的实效性。

务指标要素、成果指标要素和目标 评价要素。目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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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务指 标是思想政治工作 目标管理中规定完 成的

上表现 为一方 面思想 政治工 作动机 与效 果、形 式与

各项任务 ,成果指标 是思想政治工作所 取得的效益 ,

内容、定 量与定性分析、直接效益与间接 效益的有机

目标评价是指对目标可行性的选择、定位。对所达到

地结 合 起来 ;另 一方 面 ,也 必将 促 使广 大思 想 工作

成果指 标的综合考核与认 定。 目 标评价贯穿于目 标

者 ,遵 循人们 思想发 展变化 的规律 和市 场经济 的新

制定到 完成整个过程的起 点和终点。 目标的三要 素

体制 带 来的 思想 政 治工 作新 特 点、新变 化 ,开 动脑

在目标 管理过程中具有同 等重要的地位。 没有必 要

筋 ,拓展思路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 作。

的一 定数量 的任务 指标 ,成果指 标就 会成为 无源 之
水、无本之木 ,而如果只有任务指 标 ,没有 成果指标 ,
思想 政治工 作的效 益不仅 得不到 反映 ,而且 往往 使
思 想政治 工作流 于形式 ,做 表面文 章。 没有 目标 考
核、目标 评价做保 证 ,整个目 标管 理就 成了空 话 ,这
决定 了管理 中的目 标三要 素每一 个都 不能弱 化 ,更
不能缺少。

二、建立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体系
了解目标功能和 作用的目的不仅是 说明运用目
标管理 符合思 想政治 工作规 律 ,更 主要 的是运 用目
标达到管理的目的。
思想政 治工作 主要 是研 究人的 思想 活动规 律 ,
提高人们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能 力的一项工作。 中

第三 ,就思想政治工 作自身的特殊性 来说 ,实 施

国共产 党的思 想政治 工作是 党的重 要组 成部分 ,是

目标管 理是符合其规律的。 思想 政治工作的对象 是

宣传教育组织群 众为实现党的纲领 和任务而奋斗的

人 ,是 做人 的 思想 转化 工 作 ,化消 极 因素 为积 极 因

手段。把目标管理引 入思想政治工作 ,首要的是建立

素。 人是社 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性格、年龄、经历、爱

起科学 的思想 政治教 育目标 体系 ,它需 要解决 好两

好、志趣 各不相同 ,古 往今来 ,目 标曾 引起多 少人 的

个方面 的问题: 一是 确定新 的历史 时期 思想政 治教

沉思和求索 ,又 驱使多少人为之奋斗和献身! 然而 ,

育目标 体系所 涵概的 内容 ; 二是要 对目 标内容 进行

“人各有志” ,不仅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目 标 ,就是同 一

科学分类和规划使之具有可操作性。

个人在 不同的时期的目标 也不尽相同。 目标的大 与

新的历 史时期 思想 政治 教育的 目标 内容包 括:

小、志向 的高与低 ,构 成了人 们思 想的 千姿百 态 ,千

实现共 产主义 的社会 制度 ,这是我 们的 远大理 想和

变万化。 思 想政治工作正是根据 人的这一特点采 用

最终目标 ,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 ,到下个世纪

目标管 理方法来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 如果把目标 管

中叶建 国一百 周年时 ,基本 实现社 会主 义现代 化是

理这 种管理 手段和 方法只 局限于 对企 业的管 理 ,或

中期目 标 ,建 立起社 会主义 市场经 济体 制和民 主政

对物的 管理 ,是对 目标管理的一种误解 。 当然 ,企 业

治体制 ,达到小康水平是近期目标 。它体现在思想政

中的 经济指 标可以 通过投 入产出 的比 例直接 表现 ,

治教育 上 ,长 远目标 要求全 社会成 员具 有社会 主义

而思想 政治工作不具有这 一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 的

共产主 义的思 想意识 ,动员 人们共 同为 建设社 会主

投入产出 ,不仅受管 理者自身特点的制 约 ,而且其 工

义进而 实现共 产主义 而奋斗 ,把全 体社 会成员 培养

作效 益是分 阶段、分层次 的有直 接效 益和间 接效 益

成具有 高度共 产主义 觉悟的 新人 ,这是 实现共 产主

之分。 所谓 的直接效益就是通过 思想政治工作的 具

义的重要条件 ,这一总的目 标不能变 ,要 在全社会提

体 形式 和内 容产 生能 为 人们 所看 到 并被 公认 的 效

倡。 思想教育的中期 目标 ,教育 广大干部 ,社会先进

果 ,但也绝非企业所表现的那种直接效果。思想政治

分子 ,青 少年一代树立建设 社会主义的信念 ,学好邓

工作的活 动和教育的效果更 多的不是一时就能 表现

小平理论 ,积极投身于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 ,热爱社

出来 ,它 要通过长 期的潜 移默化 或与 其他教 育的 综

会主义事业 ,具备良好的社会主义 道德。思想政治教

合 作用 才 能反 映出 来 ,这 种效 益就 是 间接 效益 ,例

育的近 期目标 是教育 全体社 会成员 热爱 祖国 ,拥护

如 ,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内容的教育 ,虽然在短 时

社会主义 ,团结稳定 ,诚实劳动 ,勤劳致富 ,遵守社会

期内 不易看 到明显 的教育 效果 ,但却 起着根 本的 作

法规和社会公德。

用 ,是长期发挥作用 的一项政治教育 ,对思想政治 工

在当前 ,根据 江泽 民在 中国共 产党 第十五 次代

作实 行目标 管理 ,通过一 定的任 务指 标和成 果指 标

表大会的报告中 提出的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政治纲

反映思 想政治工作的直接 效益和间接效益。 这样 做

领、经济 纲领和文化纲领的 目标任务 ,思 想政治教育

符合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

的具 体目 标应 该是 教 育全 国各 族 人民 深化 改 革开

思想政 治工作实行目标化管 理反映在实践环 节

放 ,以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 ,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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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为 中心任 务 ,紧 紧地团 结在以 江泽 民为核 心的 党

体目标。近期目标就 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远期目标 ,

中 央周 围 ,贯 彻执 行党 的 路线、方 针、政 策 ,解 放 思

按层次 与阶段 分成无 数个近 期目标 ,再 把近期 目标

想、鼓足 干劲、开拓 进取、努力 奋斗 ,反 对任何 保守、

一个个地联结起 来 ,形成目 标链 ,再按从 低到高不同

守旧、教 条、懒 散、颓废、无纪 律等 思想 和行为 ;对 全

层次的次序一个 个地加以实现 ,这样循序渐近 ,步步

体社会成 员特别是青少年进 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深入 ,最终达到长远目标的 实现。 长远目标 ,给人以

集体 主义、国际主 义教 育 ,进 行中 国近 现代史、中 国

方向 ,近 期目标在于具体 ,在于切合某个 集体和某个

共产党的 历史、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的教育 ;树 立

个人的现状 ,使人看的见摸 的着 ,容易建 立达到目标

正确 的思 想、信 念、人生 观、价 值观 ,增 强民族 自觉、

的信心。 长远目标、总体目标、近期目标、部分 目标、

自信、自 强精神 ,自觉 抵制各 种腐 朽、丑恶东 西的 侵

个体目标之间的 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是整体与 部分 ,

蚀 ,抵制资产阶级的 自由化 ,自觉 接受和拥护中国 共

个别与一般的关 系 ,目标间 的环环紧扣 ,形成思想政

产党 的领导 ;在全 国人民 尤其是 各级 领导干 部中 进

治教育的有机整体。

行创 业精神 的教育 ,使 解放思 想、实事 求是、积极 探

第三 ,目标体系的操作方法要 科学。把一个复杂

索、大胆 创新、艰苦 奋斗、自强 不息、顾 大局识 大体、

的目 标 体系 变的 容 易操 作 ,需要 运 用科 学的 方 法。

同心 同德、清正廉 洁、励精图 治、无私 奉献等 优秀 品

( 1)长 远目标近期化。 一般来 说 ,远期目标 要经过长

质成 为每个 人搞好 工作的 强大精 神动 力 ;坚 决反 对

期努力奋斗才能 达到 ,因此 ,思想政治教 育者在施教

挥霍浪费、贪污受贿、徇私舞弊 ,反对官僚 主义、宗 派

过程中 ,必须 在远期 目标 指导下 ,定 出近 期目标 ,或

主义、地方主义、个人主义等败坏 社会风气的行为 和

每个人 的具体 目标 ,运用整 分合原 理将 整体目 标分

思想 ;要 教育全体 社会 成员靠 诚实 劳动 ,依法 生产 ,

解 ,将 远大目 标拉近 ,再 将分 解的小 目标、若干 的具

守法 经营 ,努力致 富 ,要遵守 社会 公道 ,遵守 社会 法

体目标进行综合、连接使之大于整 体目标的效果。运

规。反对任何损人利己 ,唯 利是图 ,金钱至上 ,尔虞我

用整分合的方法 把个人目标、单位目标、部分目标同

诈的思想和行为 ,自觉的同一切犯罪活动作斗争。对

整体 目 标、长远 目标 有 机地 结合 起 来 ,保持 高 度一

每个社会成员进行团结互助精神的教育 ,进行“ 98抗

致 ,调 动党团 员、行政和 技术 干部 ,正式 群体和 非正

洪”精神 的教育 ,爱 社会、爱他 人、尊老 爱幼 ,富于 同

式群体 的作用 ,加强 自我 控制 ,减少 内耗 ,协调 一致

情心等 等。 上述内容概括了当今 社会主义中国思 想

地为总目标而努力。 ( 2)抽象目标具体化。 目标制定

政治 教育多 层次、多样 化、全 方位 的目 标体系 ,具 体

不能简单抽象。目标 简单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起不到

分为长 远目标、近 期目标、整体 目标、部分 目标 (局 部

作用 ,目标 抽象缺 乏聚合 性和 吸引力。 目标要 具体

目 标 )、个体 目标、理想 目标、实际 目标 等 ,问 题的 关

化 ,使人 感到通过努力就可 以实现 ,能激 励人们奋发

键是 把这样 一个多 层次、多样化 极为 复杂的 目标 体

进取。 ( 3)理想目标行为化。 理想就是关于社会和人

系从 关系上 理顺 ,从结 构、性 质上 规划 ,方法 上科 学

生的奋斗目标 ,就是对未来 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这里

便于操作。

讲的理想是共产主义的理想 )。理想目标要同每个人

首先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要分类规划。思想政治

的具体理想、具体行为、具体工作结合起 来 ,尊 重、支

教育目 标由纵向和横向两 种结构组成。 纵向结构 由

持、引 导人们 在远大 理想的 旗帜下 实现 自己的 具体

远期 目标、中期目 标、近期目 标 (局部目 标 )和个体 目

理想和具体目标。应 该注意的是 ,不能用理想目标去

标构成。总体目标指一个时期内全局性的 ,部分目标

代替现 实的具 体目标 ,理想 目标作 为每 个人奋 斗的

指在总目 标下某个方面、某个阶层、某个领域的具 体

政治方向。 使之溶化在具体的行为中。 ( 4)集体目标

目 标 ,个体 目 标是 指某 些 团体、某 些 个人 的具 体 目

要个体化。 集体目标 是联结总目标与个 体目标的桥

标。就其目标的性质来说分为抽象目标和具体目标、

梁。 具体目标的确立 要充分考虑个体目 标的利益和

理想目标和行为目标。

意志 ,并努力实现集体目标和个体 目标的统一。

其次 ,思想政治教育 目标间的内部关 系要理顺。
思 想政 治教 育目 标体 系 的内 部关 系 是多 层次 相 联

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运行机制

结、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的整体。一般来说 ,总目标 ,

思想政 治教育 的目 标确 定之后 ,为 了保证 目标

远期目标 ,在目标体 系内处于最高层次 ,它们在方 向

的实效性 ,需要建立合理的运行机 制。思想政治教育

和内 容上规 定了各 部门、各单位 思想 政治教 育的 具

的目 标运 行机 制和 经 济管 理运 行 机制 有着 重 大区

李田贵

周淑萍

论思想政 治工作目标管理

别 ,它受阶级性、党性和社会性质制约。

127

整激发活力。竞争的积极作用已被我国 20年来的改

中国 共产党 的思 想政治 工作 ,在 教育内 容上 有

革开放 的伟大 实践证 明它是 社会进 步的 一种动 力 ,

着鲜明的 党性和阶级性 ,就其本质来说 ,必须体现 社

也是一种客观 存在。 思想政治教育的竞 争机制强调

会主 义的公 平、公 正、民主的 原则 ,要 把满足 人们 对

的是以 公平为 准则 ,为每个 社会成 员提 供和创 造均

物质和 文化增长的需要作 为目标运行的出发 点。 在

等的竞争机会 ,良好的竞争环境和 氛围。竞争机制在

这个基点 上建立的目标运行 机制应该包括目标 激励

具体操作上既要 注意目标合理 ,条件均等 ,也要考虑

机制、政 策导向与 激励 机制、物质 激励 机制、精神 激

人与人之间的差 异性 ,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做好引

励机制和竞争机制等五个方面。关于目标激励机制。

导工作。

目标 具有激 励的功 能 ,但 其前提 是目 标必须 设置 科

四、管理目标的运行机制

学。发挥目标的激励作用要坚持做到三点: 一是把目
标定的既 有一定的难度 ,但经过努力是 可以实现的 ;

思想政治工作者 既是受教育者又是 思想政治教

二是 确立目 标要充 分考虑 个体目 标和 个人利 益 ,但

育目标的实际 操作者和管理者。 思想政 治工作管理

不是 一味的 迁就 ; 三是把 长远目 标合 理化解 为短 期

目标的运行机制 是整个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运行的保

目标。 关于政策导向与激励机制。 政策是面旗帜 ,它

障机制 ,建立思想政治工作 管理目标的运行机 制 ,从

决定着方 向问题、原 则问题 ,在对 人们进行目标的 引

总体上要确立三项原则。首先 ,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导上 ,旗帜鲜明地规 定反对和否定什么 ,肯定支持 什

的总目标为中心 ,以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 ,从客观上全

么 ,政策是 “主义”“路线”的具体体现。 在 当前 ,学 好

面制导 ,使宣传、组织 、纪检、行政、统战、司法、妇联、

和贯 彻好邓 小平理 论 ,建 设具有 中国 特色的 社会 主

共青团等等和思 想政治工作自身管 理的具体目标相

义是 全国人 民的总 任务 ,围绕这 个中 心来制 定各 方

互协调 ,形成齐抓共管的管 理体系 ,把近 期目标和长

面的政策 ,以引导和 规范人们的思想和 行为 ,凡是 正

远目标的需要统一起来。其次 ,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目

当的、与大目标是一 致的 ,在目前 条件下是可以实 现

标树立系统性、整体性的思想观念 。在纵向目标体系

的 ,政策 应加以肯 定和 鼓励 ; 凡是 不合 理的 ,与大 目

中要处理好整体 与局部的关系 ,在横向体系中 ,要处

标相抵 触、相背离 ,就会受到限 制。 政策导向机制 要

理好 各 个分 项目 标 的协 调关 系 ,突 出重 点 ,兼 顾各

具备两个 前提条件 ,一是政策要符合实 际 ,符合人 们

方。第三 ,确定管理工作目标要体现时代性、开放性、

意愿 ,是正确的政策 ;二是管理者 要具备较高的思 想

科学性 和群众 性 ,体 现出新 时期思 想政 治工作 的规

觉悟和政策水平。关于物质奖励机制。思想政治教育

律和要求。 具体运作 上要坚持制度化、民主化、现代

从本质上 讲就是用马克思主 义的世界观引导人 们正

化。

确认 识自己 的物质 利益 ,在党 的领 导下 ,团结 起来 ,

第一 ,坚持制度化。制度化就是要明确政工机构

为自己 的利益而奋斗。 邓小平在 揭示社会主义本 质

和政工 人员的 权利和 义务 ,把各种 政工 机构和 每个

时 讲到: “贫穷不 是社会 主义” ,“发展 太慢不 是社 会

政工人员的职 责、权利 ,以制度的形式 确定下来。 思

主 义” ,“发 展 是 硬 道 理” ,“解 放生 产 力 , 发 展 生 产

想政治 工作的 管理可 以借鉴 管理经 济的 方法 ,实行

力” ,“实现共同富裕” ,这些都没有离开物质利益。社

责 任制 ,在各行 各业建 立起以 “领导 责任 制” ,“党委

会 主义商品经济的原 则是“按劳 付酬” ,“等价变 换” ,

责 任制” ,“党员责 任制”为核 心的纵 横连 锁 ,层 层负

以诚实 的劳动换取物质利 益是合理合法的。 建立 物

责 ,互相制约和协调的思想政治工 作责任制体系。要

质利益激 励机制关键是解放 思想 ,摆正 其位置 ,防 止

用制度 确保 党、政、工、青、妇 各部门 ,每 个党员 干部

走向极端。关于精神激励机制。人的 需要除了物质上

都成为 事实上 的思想 政治 工作者 ,并 在学 习、活 动、

的还 有交往 的需要、尊 重的需 要、成就 的需要、自 我

组织、考核、奖惩、经费 等方 面形成 全方 位的制 度保

发展 的需要 等 ,精 神激励 机制就 是从 满足和 培养 上

障体系。

述需 要着手 ,以引 导人们 积极投 身于 社会主 义现 代

第二 ,坚 持民 主化。 思想 政治 工作 管理的 民主

化建设 事业。 精神激励内容要丰 富 ,形式 要多样 ,精

化 ,既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必 然要求 ,也是 思想政治工

神的和物质的要有机结合。关于竞争机制。竞争是调

作自身的内在 要求。 党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贯坚持民

动一切潜 力的动力 ,原因是竞争是公正 的评判人 ,竞

主集中制的原则 ,是民主化 的体现 ,但过 去我们坚持

争使 外在的 压力转 化为内 在的动 力 ,通过利 益的 调

的民主集中制更 多的是强调决策过 程中的方法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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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思想政治工作的民主化 ,是全面 的广泛深入的民

结不能 用现代 科学技 术来代 替 ,但 并不 排斥现 代文

主参与 ,它要求管理 者要有强烈的民主 意识 ,广大 群

明 ,运 用现代 管理理 论、现代 管理思 想、现代管 理设

众要有强 烈的参与意识 ,具体来说 ,一是职工参与 制

备以及 现代管 理技术 ,去实 现思想 政治 工作的 现代

定目标。每个成员由于亲身参与了目标的制定 ,无疑

化和科 学化是 社会发 展的必 然要求 ,随 着社会 主义

会 感到自 己为达 到目标 而“身负重任 ” ,就会 以极 大

市场经 济的发 展和改 革开放 的深化 ,影 响人们 思想

的热情投入和关注工作。二是民主评选。上级组织对

变化的 因素更 加复杂 多变 ,思想政 治工 作管理 必须

管理 者的效 绩考核 是必要 的 ,但 主要 的是由 群众 打

更准确、更及时地描述和分 析人们思想变化的 动态、

分 ,通过群众的民主考评来“挑选”公仆。群众的民主

精神文明的状况 ,深入研究 影响人们内因、外因以及

权利受到尊重 ,有利于增强自我完善的意识。三是完

各种扰 动因素 之间的 多维关 系 ,及 时处 理数以 千万

善民主参与 ,民主监督机制。

计的思 想信息 等 ,都 需要科 学的管 理和 现代化 的管

第三 ,坚持现代化。 思 想政治工作的 现代化 ,主

理技术与手段。

要是实 行现代的科学管理。 思想 政治工作的情感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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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i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work
L I Ti an-g ui

ZHO U Shu-pi ng

( Coll ege of Law , Politi cs and M anag renent , Hebei N ormal U niversi ty . Shi ji azh uang 050091, Chi na )

〔 Abstract〕M anag em ent by objectiv es is one of the scientific m ethods in ma nagement ,
w hi ch has univ ersal practical appeal. Because it s f ea tures and functi ons are i n co nf ormi ty w it h
the law o f poli tical and ideolo gical w ork , it has been made use of ef fectiv ely . As politi cal and
ideo logical w o rk i s a com plica ted and systema tic project , to apply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the f ollo wing t wo aspect s must be pai d at t enti on to: t he ratio nal planni ng and co rrect o perati on of the educatio nal objective o f po li tical and ideolo gical w ork and the establi shment of
g ua ra nt ee mechanism f or the o peratio n of political a nd ideological wo rk.
〔Key words〕political a nd i deological wo rk; manag ement by objectiv 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