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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着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如何应对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执政文化转型问题，认为应当正确认识
和处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与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关系，深入研究世界上其他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和有
益做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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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演进及其具体实现形

义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

式总是与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历史传统、民族

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

心理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成熟程度

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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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所构成的国情紧密联系的。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历

当今世界正处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大发展大变

史、文化传统各有特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

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

展水平参差不齐，所以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和实现形式

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综合国

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也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模式。

力竞争日趋激烈。在时代大潮面前，作为主导马克思主

因此，从普遍规律的层面讲，随着时代的发展，任何一

义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

个国家的执政党建设都不是在封闭的客观状态下进行

上不断揭示和解决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处

的；如果在一叶障目、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主观状态

理社会主义如何同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平

下搞建设，那么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但同时，马克思

竞争和共同发展这一理论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正

主义执政党建设也不能离开本国国情，照搬别国模式，

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科学统筹国

那样必然造成灾难性后果。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关键

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把握住了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

要从国情出发，科学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执政党建设

战略主动权；在处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何借鉴资本主

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继承我党以往建设的优良传统，创

义政治文明成果这一理论问题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

造一条适合于自身的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建设道路。

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关系，积极

一、有效应对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执政文化转型
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需要

借鉴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一切优秀政治文明成果,积
极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我们应当
看到，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过程中，我们还面

执政文化是一个执政党的价值观念、思维取向和行

临着如何应对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执政文化转型这样一

为方式的集中反映，是制约和影响执政实践行为的精神

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面临的一

要素，是关于执政理念、执政思维、执政意识、执政精

个重大执政课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否始终站

神、执政作风和执政形象的总概括。执政文化作为政党

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潮流和永葆党的先进性。

执政实践的灵魂，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一种软实力，越来
越成为执政党增强自身凝聚力、提高自身吸引力、扩大
执政影响力和提升政党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

二、当代世界政党政治的执政文化转型的主要表
现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今时代

全球化加速了全球意识、全球共识的形成和全球纲

特征结合起来，使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适应时代发展

领、全球行动的启动，并深刻影响着各个国家的经济、

需要、吸收时代发展内容、回答时代发展课题，不断丰

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也在悄然改变着各国执政党

富、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

的执政理念，思维取向和行为方式，使当代世界政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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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执政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主要表

体、行业协会、私营企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以及公民

现在六个方面：

个人等众多主体之间开展更多的合作，建立公开、透明、

一是突出“民众代言”身份。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公正、合法、有效的治理结构，从而形成一种政府主导、

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下，第三产业和信息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参与的全方位管理模式，以期更有效地提供社会化

传统工人大幅减少，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各阶级、

的公共服务，实现从政治统治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阶层和利益群体开始新的分化组合。在这种背景下，多

六是塑造改革创新形象。执政党形象，直接关系到

数国家的主流政党为赢得尽可能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

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那些能够长期执政的党，普遍具

都开始向中间阶层靠拢，不再以阶级政党自居，宣称自

有较强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在不同发展阶段总

己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人民党”、“民族党”、“全民

是能够提出一些凝聚党心、振奋民心的新思想、新观念、

党”
，并据此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和政策，千方百计吸纳

新方略、新政策，都在努力适应时代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其他的阶级、阶层和集团，有效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

倾向于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增强政党目标的实用性，

实现从“阶级代表”向“民众代言”身份的转变。

促进组织系统的开放性，推行政府行政的公开性，提升

二是体现权利本位观念。随着信息化传播媒介和社
会组织的快速发展，民意的表达方式和表达渠道逐渐多
元化，民众对切身利益的关注程度和参与政治的民主诉
求日益增强，政府开始更多地扮演组织、动员和协调民

政党执政的竞争性，实现从自我封闭向改革创新的转变。

三、推进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

众利益的角色，搭建好公共权力与社会组织和民众之间

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更加

的平台，维护公民社会及其成员的社会权利，实现从权

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

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

三是拓宽民众认同渠道。政党执政不但要获得法律

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

的认同和支持，而且要在执政全过程中获得大多数民众

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

的认同和支持。法律认同是在宪法框架内对政党执政合

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

法性的法律承认，是靠法律程序取得的，是一种首要的、

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

形式上的认同；民众认同是民众对政党执政合法性的事

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可以说，世界政党

实承认，民众认同是靠执政绩效取得的，是一种本质的、

执政文化的新变化，集中反映了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党、

根本的认同。在获得民众认同和支持方面，许多国家的

公共权力和民众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关系而产生的执政

执政党都把实现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造更

理念、执政思维、执政意识、执政精神、执政作风和执

多的就业机会作为施政重点，并在政治清廉、社会稳定

政形象的变化。我们党是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党，根据

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努力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实现

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实际，科学借鉴和吸收世界政党

从法律认同向民众认同的转变。

执政文化的精华和有益做法，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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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倡导协商包容精神。伴随公民社会的日趋成熟

执政文化建设，不仅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

和国家社会职能的日益扩大，政党原有的以阶级为基础

新的视角和新的动力，也会使我们整个思维观念、整个

的意识形态趋于中间化，以往独断排他的执政思维逐渐

思考问题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为“多元合作”、“共识政治”所取代，不同政治取向的

第一，确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执政

政党在政策的基本面上相互渗透、相互利用、相互包容

理念是执政党执政价值观和奋斗目标的集中反映，是执

已经司空见惯。许多执政党为了执政的需要，纷纷研究、

政文化的灵魂。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党执

借鉴、学习本党竞争对手的思想理念、政策主张和发展

政理念的本质要求。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党的

经验，新上台的政党往往不会完全排斥和否定上届执政

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

党的基本政策和议案，那些有助于国家政治稳定、有助

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 但在长期的执政实践

于社会团结和睦、有助于经济复兴发展、能跟上时代潮

中，有相当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却习惯于把“人民作主”

流并具有最大感召力的口号，往往被各类政党共同使用，

变成“替民作主”、
“为民作主”，把人民公仆的身份变为

实现从独断排他向协商包容的转变。

人民的“父母官”。这就说明，在全球化浪潮的挑战和考

五是实现社会治理转型。随着公共权力、公共产品、

[3]

验面前，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仅是我们必须强

公共财政、公共服务、普惠式保障和全球议题这些概念

调的执政理念的重要命题，而且是我们党从革命文化转

走进政治领域，国家的治理范围在不断扩大、延伸。政

向执政文化、从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化的文化转型的一

府不再可能是公共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开始与社会团

个迫切而现实的任务。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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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实践指向。就是

精神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对待人民、法律和其他参政

要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准确反映人民群众的

力量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境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仅

根本利益和要求，以扩大党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始终

是一种从国家权力产生、国家权力结构、到公民权利保

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以提高

护的国家制度，也是一种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广泛参与

党对他们的凝聚力；始终为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无私

社会和公共事务的生活方式；不仅活跃于国家上层建筑，

无畏，以增强党对他们的向心力；始终履行自己的责任

也根植于地方和基层组织；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也体

和承诺，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解决好人民群众

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广泛领域；不仅包括选举民主，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以增强党对他们

也包括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不仅包括间接

的吸引力。

民主，也包括直接民主；不仅包括党内民主，也包括社

第二，倡导求同存异、和谐包容的执政思维。执政

会民主。作为执政党，要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以

思维是执政党根据执政环境变化思考和解决执政基本问

社会民主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要恪守法律高于一切

题的思维取向。求同存异是党在利益多元化格局下谋求

的原则，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各级领导干

共识政治的必然要求。在这种多元并存的社会中采取求

部要依法用权，必须始终置于法律和制度的严密监督之

同存异的执政思维，积极谋求政治共识，增强社会凝聚

下，不得谋取体制外的一切特权和利益。要平等对待参

力，有利于争取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体现了发展是党

政主体的权利，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选择，充分发挥人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必然要求。和谐包容是党在执政

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特有功能和独特优势，畅通人民

过程中整合各种社会力量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所

群众直接表达的渠道，规范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程序，

谓和谐包容，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理解信任的

共享人民群众平等协商的成果。

基础上，通过沟通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谐共生。在

第五，弘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执政作风。执政

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中，我们党面对党际之间的政治竞

作风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精神状态、行为

争、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群体

养成、处事态度和工作方法。艰苦奋斗是党的执政作风

之间的利益诉求，更应积极遵循和谐包容的执政思维，

的本色，我们党靠艰苦奋斗起家，我们的事业靠艰苦奋

以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

斗发展壮大，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也要靠艰苦奋

第三，增强忧患避险、改革创新的执政意识。执政

斗去开创、去实现，越是发展，越要艰苦奋斗，党的每

意识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对执政风险和执政动力自觉

一个成员都要以奉献的精神服务人民，切实不为浮名所

而清醒的认识。执政风险来自执政党自身的决策风险、

累，不为私利所缚，不为权欲所惑，这样我们党才能始

腐败风险和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环境出现

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

的社会风险。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

的拥护和支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弘扬求真务实是党

群众。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

的执政作风的灵魂，改进党的作风，最根本的就是大力

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

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

[4]

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我们党必须保持清醒的头

学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

脑，永远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一

众的血肉联系，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

切为了人民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执政动力

真情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

来自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历史和现实告

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诉我们，人民赋予党的执政权力，你今天运用得好，体

第六，塑造廉洁高效、诚信负责的执政形象。执政

现了很强的执政能力，人民就支持你、拥护你、赞成你、

形象是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执政党及其执政绩效所给

认同你，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发展；

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预

你明天运用得不好，体现不出执政能力，人民就不支持、

防腐败，为政清廉，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依法行政、

不拥护、不赞成、不认同，党的执政地位就可能发生动

高效透明，这是最起码的施政准则，也是塑造新的执政

摇，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出现曲折。这就要求我们党根据

形象的基本要求。追求诚信负责的“大国形象”，始终是

时代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变化，不断探索新情况，解决

我们党执政的目标之一。一个大国，综合国力越强，国

新问题，发展新理论，提出新对策，把提高党的理论和

家形象就越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但如果缺乏良

实践创新能力当作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去推动它、深化

好的精神面貌和政治声誉，则会在国际社会互动中失去

它，这样才能永葆自己的先进性，经得住时代、历史和

影响力，造成“软实力”的急剧下降，反过来也会影响

人民的考验。

国内社会的稳定。近年来，我国以一个诚信负责的“大

第四，发扬民主法治、平等协商的执政精神。执政

国形象”展现在国际舞台上，国际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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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lk about How to Copy with the Ruling Cutural Transition of Contemporary
World Party-Politics about the Building of Maxims Ruling Party
XIA Zhen-ning1, WANG Zhong-yu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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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Military Commanding Institute In Shijiazhuang, Shijiazhuang Hebei 05008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heds light on how to cope with the ruling cultural transition of contemporary world party-politics by the building of
maxims ruling party. The paper states that it’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ddres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uilding of maxims
ruling party and contemporary world party-politics, to conduct the deep research on the success and experienc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of
other ruling parties in the world, so as to gradually improve the capability and scientific level of running the nation of maxims rulin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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