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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 严重政治斗争, 中国共产 党三代领导 人都十分 重视反腐败 工

作, 他们的廉政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深入探讨三代领导 人的廉政思想, 对于我们提高反腐败斗争的认识, 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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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也是中国

构和一切革命的组织, 使我们的许多干部工作人员

共产党内和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种 顽疾 。建党
84 年来, 中 央三代领 导人一 贯重视 反腐倡 廉工

身败名裂, 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 一句话,

作, 坚持开展反腐败斗争, 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反腐

这就有亡党、
亡国、
亡身的危险。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进行廉政建设, 是国

倡廉的思想与理论, 为从根本上遏制党内消极腐

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世界

败现象, 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提高党的执政
能力, 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

上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为了探索适合中

一、毛泽东的廉政思想

国情况的廉政建设道路, 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
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 认为人类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毛泽东以一个伟

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里集中表现为阶级矛
盾和阶级斗争。基于这种认识, 毛泽东在反腐败

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深邃眼光,

斗争中热衷于大张旗鼓 的群众运动, 喜欢用 四

洞悉了腐败的极 大危害, 始终高度 重视反腐倡

大 ( 大鸣、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 方式整党整风。

廉, 把它看作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革命和建设
事业成败的大事来抓。

建国以后, 为整党整风, 根除腐败, 毛泽东频繁发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 在党的七届二

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诚然这种群众运动方式能
广泛发动群众,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揭发出了一批

中全会上, 毛泽东提醒全党要准备经受执政的考
验, 防止腐败和骄傲, 号召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

腐败分子,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种撇开党的领

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

反而会引起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泛

作风。他告诫可能有些共产党人, 虽然不曾被拿枪

滥, 助长各种腐败现象的蔓延和封建专制主义的
产生。

的敌人所征服, 但有可能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
1952 年 1 月 4 日毛泽东在亲自修改的 人民日报
社论中指出: 对于贪污、
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 如
不加以彻底肃清, 他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 腐蚀我
们的政府, 腐蚀我们的军队, 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

y

导、又不受法律约束的形式, 不但不能根除腐败,

二、邓小平的廉政思想是对毛泽东廉
政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实践中, 邓小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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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几十年来廉政 建设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教
训, 对我国腐败现象的产生根源、
现状及治理的对

江泽民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成熟的理论思维,
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性

策都做了深刻的思考和精辟的阐述, 形成了比较

质, 认为腐败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 更是一

完整的科学理论, 从而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
东的廉政思想。

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
机关健康肌体内的病毒, 如果我们掉以轻心, 任其

邓小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 深刻分析了腐

泛滥, 就会葬送我们的党, 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

败对执政党以及人民和社会的极大破坏性和严重

葬送我们 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大 业。 [ 2] ( P 402) 江泽

危害性。他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和

民在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报告中, 都重申了我们
党关于反腐败战略的这一重要论断, 并在十六大

腐败现象, 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 要足够估计到
这样的形势, 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注
意, 不坚决刹住这股风, 那么, 我们党和国家的确
要发生会不会 改变面貌 的问题。这决不是危言

报告中再次强调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 是全党一
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 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党的执政地

耸听! , 社会风气如果坏下去, 经济搞成功又有
什么意义呢? 会在另一方面变质, 反过来影响整

位就有丧失的危险, 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个经济变质, 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

的性质, 又把这场斗争放到了关系党和国家生死
存亡的战略高度来看待, 提醒全党必须予以高度

[ 1] ( P154)

行的世界。

因此, 他 严肃地告诫全党, 腐

败不除, 党的事业会有失败的危险。
邓小平在深刻反思新中国特别是 文化大革

这一论断的内涵非常丰富, 他既指明了这场斗争

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 政治斗争集中体现为维

命 的历史的基础上, 提出了通过改革和完善我国

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当前的反
腐败斗争, 就是我们党代表广大人民同少数腐败

的政治经济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

分子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行为进行的斗争。

义法制, 来进行廉政建设的一系列科学思想。他
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内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实事求是

江泽民在分析我国现阶段腐败现象产生的根

的辩证分析, 从而避免了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

源, 总结我党反腐倡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提出了
反腐倡廉既要治标, 更要治本, 标本兼治、综合治

误区。廉政建设作为 现代化建设的 一项重要任

理的基本方略。江泽民提出的 教育、
法制、监督、

务, 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这是邓小平

改革 这八个字, 为我党今后一个时期防腐治腐的

廉政思想的又一显著特色, 也是邓小平对毛泽东
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总结毛泽东廉政思想

途径和方法指明了正确方向。始终体现坚持党的
先进性这一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核心, 是江泽

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提出了决不能再搞群众运动,

民反腐倡廉思想的理论特色, 也是其思想精髓之

而必须通过制度建设来惩治腐败的思想。依靠制

所在, 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反
腐倡廉问题认识所达到的新高度。

度建设根治腐败, 这是邓小平廉政思想的精华, 它
的贯彻实施, 标志着我国的廉政建设进入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

三、江泽民的廉政思想是邓小平廉政
观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高

四、党的三代领导人廉政思想的共性
1.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主张完善监督机制
1945 年 7 月, 黄炎培问毛泽东, 中共能否跳
出 其兴也勃焉 , 其亡也忽焉 的 周期率 , 毛泽

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依据对当前国际、国内

东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跳出这周
期率。这条新路, 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

形势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 立足于

府, 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

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围绕着 怎样建设党, 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党 的核心问题, 勇于探索、
勇于创

人亡政息。[ 3] ( P157) 毛泽东主张 从体制上 建立有

新, 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廉政建设思想, 把廉政

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使为政者根本不能够去搞弊
政, 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监督方式: 一是加强组织

建设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监督; 二是坚持群众监督; 三是提倡共产党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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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之间的监督。毛泽东非常
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并主张通过群众

现象作斗争。
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中一定要言传

运动来惩治腐败。

身教, 起表率作用, 这是邓小平提得最多的一个要

邓小平主张通过民主监督防治腐败。人民群
众是反腐败的主要力量, 只有加强民主监督, 才能

求。为带动领导干部作反腐倡廉的表率, 邓小平
从自身做起, 经常 检查自己 家里有没有违法乱

形成强大的社会反腐败力量, 保证党和国家机关

纪的事 。邓小平指出: 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

干部的廉洁。1980 年, 邓小平指出: 要有群众监

则, 影响是很大的。现在, 不正之风很突出, 要从

督制度, 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
部。凡是搞特权、
特殊化, 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

领导干部纠正起。俗语说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下梁
不正倒下来 。若高级干部不清廉, 上行下效, 下

的, 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
控告、弹劾、撤换、

级干部有可能跟着来, 搞腐败。干部的腐败必定

罢免, 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 并使他们受到法
律、纪律处分。 [ 4] ( P332) 邓小平对民主治腐的重要

把社会风气带坏了
。显然, 邓小平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上起模范带头作用。

性、
途径、方法进行了明确阐述。在改革开放新时

江泽民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 强调各级领导

期, 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 治腐 不搞运动的主

干部要做出表率, 做好榜样。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张, 为新时期 民主治腐 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
保障。邓小平同志的人民民主监督的思想, 对建

做出表率是反腐败的关键。江泽民多年来在多种
场合, 反复强调抓好党的中高级干部廉洁自律工

立和健全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有重要的作用。

作的重要性。1992 年 10 月, 江泽民指出, 廉洁奉

江泽民认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反腐倡廉的
根本措施,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力腐败, 那么消除腐

公, 勤政为民, 要从 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
起。党员领导干部首先是高中级干部, 要严以律

败就必须从制约权力开始。要针对容易产生腐败

己, 以身作则, 教育好子女, 并且带头同腐败现象

现象的具体体制、
制度和薄弱环节, 通过深化改革

作斗争。他要求党的高中级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

和体制创新,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 科学、程序严
密、
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从决策和执行等环

自己, 时刻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 以高尚的道德情
操, 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树立好的榜样。

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

3.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提倡思想道德教育

正用 来为人民谋利 益

[ 6]

[ 4] ( P125)

。在 我国, 权 力制约的

毛泽东认为, 腐败现象是旧社会的流毒, 是剥

宗旨, 就是要消除官本位, 确立民本位。民主可以
遏止腐败, 要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扩大

削阶级思想意识腐蚀的结果, 因此, 毛泽东从政治
的高度上强调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在反腐败斗争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 6]

, 只有这样, 才能建立和

中的意义。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惩处, 虽然可以

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
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
下而上监督的制度, 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对党员干部起到约束的作用, 但还不能达到治本
的目的,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防患于未然才是其治

以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本良策。毛泽东认为, 榜样的道德感召力是一般

业长盛不衰。

的理论宣传教育手段所不能比拟的, 榜样的力量

2.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要求党员干部身体力行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 还是在和平建设时

是无穷的 , 他重视用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人物的
事迹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 以造就廉洁的党

期, 毛泽东都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他始终把自己

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放在普通老百姓的位置上严格要求, 在经济困难
时期, 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艰苦生活。不仅如此, 他

邓小平认为解决党风和社会风气中的问题,
应该 从教育入手 , 首先是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大

对自己的子女亲朋, 也历来严格要求, 教育他们不

大加强 ; 在教育方法上, 一定要联系实际 ; 对一

要靠父母, 不要靠先烈, 要完全靠自己, 要与其他

部分干部中流行的影 响社会风气的 重要思想问

人一样保持社会地位上的平等, 不搞特殊化。毛
泽东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廉洁

题, 要 经过充分调查研究 , 进行 有充分说服力
的教育 ; 在教育内容上, 则应突出抓理想纪律、
艰

自律, 发挥自身表率作用, 树立榜样, 带头与腐败

苦奋斗教育, 指出 提倡艰苦创业精神, 有助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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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腐败现象 。邓小平并不把教育与打击相割裂,
他认为从重从快打击腐败, 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

究, 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
败现象。这是我们的一贯要求, 也是最可靠的措

形式。通过教育, 提高全体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施。反 腐 倡 廉 工 作 要 逐 步 实 现 制 度 化、法 制

的素质, 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真正做到以人民的
利益为重, 从而在内心构筑一道拒绝腐败的防线。

化。
在党的十五大上, 江泽民提出要依法
治国,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适应这种治国

江泽民认为, 一个干部或党员蜕化变质, 往往

[ 7] ( P114)

方略的变化, 反腐败斗争也要走依法反腐之路。

是从思想上蜕化变质开始的。因此, 他强调要加

5.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坚决主张惩处腐败分子

强党的思想建设, 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树立为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信念。要加强党性教

毛泽东一贯主张严惩腐败分子, 他认为应把
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

育, 提高党员素质。经过教育使广大党员不但从

反革命一样的重要, 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

组织上入党, 而且从思想上入党。他指出: 对广
大党员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 使他

犯, 才能解决问题。1962 年 1 月, 他指出: 党和
政府内的腐败分子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 穷

们带头加强党性锻炼,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

凶极恶, 严重地违法乱纪, 这是小蒋介石。对于这

[ 5]

力改造主观 世界, 严以 律己, 防 微杜渐。

他还

种人有几个处理几个, 罪大恶极也要捕一点, 还要

要求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
育, 使他们成为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楷模。

杀几个。
由此可见, 毛泽东对 腐败作风是
深恶痛绝的, 主张严惩大贪污分子, 他还亲自批准

4.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注重加强法制建设

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死刑, 在党内外起

毛泽东极力倡导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违法
必究。他认为党员干部, 尤其是高级干部违法犯

到了巨大的震慑和教育作用。
在腐败问题严重的情况下, 邓小平主张从严

法, 则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 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治党, 如果党员违背党的决议、
违犯国家法律, 该

他们的功劳和职位不能成为向党讨价和逃避法律

开除党籍的开除党籍, 该给撤职或其他处分的就

制裁的资本。为维护法律的权威, 毛泽东反复告
诫广大干部要学法、守法, 不要破坏革命法制, 要

给这些处分, 犯罪的还得法办
。对党内一
些人贪污受贿, 违法犯罪, 邓小平主张 对有一些

做守法的表率。对党员干部违法, 群众不但有权

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 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法

对他们放手批评, 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

律制裁

或建议撤职, 或建议开除党籍, 直至将其中最坏的
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

要案的处理, 从而发挥其典型教育作用。邓小平
强调: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 越是高级干部, 越是名

消除腐败要靠教育, 更要靠法制, 是邓小平廉

[ 3] ( P17)

[ 1] ( P38)

[ 4] ( P403)

。他认为, 应该 集中精力 抓大案

人, 他们的违 法事件越 要抓紧查 处

[ 1] ( P152)

。邓

政思想的核心。早在 80 年代初, 邓小平同志就提
出了依靠法制惩治腐败的思想。他明确指出: 制

小平还提出了 透明度要高, 处理不能迟 , 要按
法律办事 等一系列具体的惩腐要求。

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

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 始终是遏制腐

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

[ 4] ( P333)

,

败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江泽民多次强调: 为了

还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
。在邓
小平看来, 制度和体制上的缺陷, 是官僚主义、
腐

维护法纪的尊严, 对敢于无视法纪、
违法犯罪的干
部, 必须用重典。不论是谁, 不论职务有多高, 该

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本原因。因此, 邓小平认为

受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 该重判的坚决重判, 决

中国廉政建设的根本 出路在于改革 政治经济体
制,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依靠

不手软 , 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 严惩
不贷 [ 6]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在江泽民反腐倡

法律治理腐败。

廉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的廉政建设取得了前所未

[ 1] ( P379)

江泽民讲: 加强反腐败方面的立法, 完善预

有的进步, 党和国家惩治腐败分子的人数之多、
级

防和惩治腐败现象的法律法规, 并保证法律法规
的贯彻执行。[ 7] ( P115) 当前既要加快立法步伐, 进

别之高、
影响之大, 都是世所罕见的。
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廉政思想生动地体现了中

一步健全法 制; 也要加大执法力度, 做到违法必

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运

李献中, 宁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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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不断地研究新
情况、
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在党

地看到,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应该认真
总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 在

的三代领导人廉政思想的指导下, 建国以来我党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认真学

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保证了社会
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 保证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

习贯彻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廉政思想, 同腐败行为
作坚决的、
长期的斗争, 真正建立一个高度廉洁的

入, 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团结。同时, 我们应该清醒

党, 真正建立一个高度廉洁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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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leadership
of CPC on the incorrupt concepts
L I Xian zhong, NING Ke qiang
(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ebei U niversit y of Economics and T rade,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It is ex tensively accept ed that the ant i corrupt ion is a lif e and deat h m at ter f or bot h the Par
t y and t he nat ion. So t he t hree generat ions of leadership of CPC have all paid a close at tent ion t o t he ant i
corrupt ion commitment , and t here are quite a lot of similarities on t heir incorrupt concept s. T hus the au
t hors of t he paper argue t hat a more profound ex plorat ion of t heir incorrupt concept s w ill be significant t o
st rength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 he ant i corrupt ion strugg les, and furt her enhance t he const ruct ion of in
corrupt adm inist rat ions of the Par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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