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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 
               －毛泽东 



 1998年，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 

 2004年，开展的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2008年，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2009年，开展“创新争优”活动； 

 2013年，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溯源：民本论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诸
侯之宝三：土地、人
民、政事。” 

   “君者，舟也；庶人者，

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
焉而不至矣。” 

孟子 

荀子 



 郑板桥，清代著名画家、
书法家，“扬州八怪”的
主要代表。 

 《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
大中丞括》：衙斋卧听萧
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
叶总关情。 

 躺在衙门的书斋里，静听
着竹叶的沙沙地响动，总
感觉是民间百姓疾苦号寒
的怨声。在州县里像我们
这些地位卑下的小官吏，
民间每一件小事如同画上
的每一条枝叶，总牵动着
我们的感情。   

郑板桥《潍县署中画竹》 



     争论焦点：究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1）唯心史观：鲍威尔兄弟为代表——历史中起

决定作用的是“英雄”的精神，而人民群众只是

历史中的惰性因素。 

     （2）唯物史观：马克思为代表——历史活动是群

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的群众”。 

 溯源：两种对立历史观 



（1）基本观点： 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

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出发，否认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作
用，宣扬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 

（2）根本缺陷： 

a) 局限于考察人们参加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
而没有揭示这些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
没有摸到社会规律的客观性； 

b) 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作用。  

 唯心史观-英雄史观 



（3）产生根源: 

 唯心史观-英雄史观 

a) 阶级根源：剥削阶级的偏见，使他们夸大英雄

人物的历史作用。 

b) 社会根源：社会条件的限制，使人们只能看到

少数人的活动在社会变化发展中的作用。 

c) 认识根源：只看到英雄人物思想动机的作用，

而没有探讨隐藏在这些思想动机后面的物质原

因。 



a) 社会历史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 

b)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 

c) 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基本观点：全部历史本来是由个人活动构成，

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史观同英雄史观根本对立，它主张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种群众史观。 

（2）根本依据：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
在和发展的前提： 

 唯物史观-群众史观 



 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a)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因为正是无数人的活动
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才构成了历史的多姿多彩。这里就是
强调人类整体参与历史的创造。 

b) 但是，人类群体是由一个个活动着的个人构成的。个人
可以分为普通个人和历史人物（伟人或大坏蛋）。历史
是无数普通个人和众多历史人物活动的总和。 

c) 历史人物的产生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也属于历史的创造
者，但是他们只能加速或者延迟历史的进程，而不能决
定历史的根本发展方向。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类作为整体
参与生产的结果。所以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一，人民群众

的社会实践是社会物
质财富的源泉。 



        第二，人民群众的社

会实践是社会精神财富的
源泉。 



        第三，人民

群众的社会实践
是实现社会变革
的决定力量。 



１、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

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以及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的观点。 

２、群众路线：是在群众观点的指导下形成的，

是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运用。在我国的民
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创造性的提出了党的
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
政党的根本路线，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战胜敌
人的重要“法宝”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1.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明确认识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性。 

2. 中共二大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
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  

3. 毛泽东在1929年4月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树立争取
群众的观念，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
众” 。 

4. 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等人意见起草的《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
委的指示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信中说
一切工作都要依靠群众，“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
单独去干”。  

5. 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中，提
出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后来，群众路线这个概念逐步在党内广泛
使用。  

6. 党的七大，群众路线被正式确定为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  



 党的群众观的发展历史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党离不开群众，而群众却是独立

于党之外的力量，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鱼与水的关系。 

—— 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和跋（1941年）  

人民，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
历史的动力。 



 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
“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
定和实施战略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
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
人民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 

    “群众是我们力量的

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

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

安定团结》 



        “只有把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做好了，

我们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无

往而不胜。”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其中目的和指向
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 



         “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

作的新特点把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贯彻到党的

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 

“群众利益无小事”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习近平：《十八大常委见面会讲话》 

     “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 



 李瑞环：            

       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 

       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中外记者见面会 

      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

所向。把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作为神圣使命，

以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民的敬重、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

政府，去造福全体人民，建设强盛国家。 



• 60万人民军队的身后是543万支前民工。一兵九
夫，是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支撑起战争的需要，是
广大的人民陷国民党军失败的汪洋大海之中。 

• 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
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
可减退？ 

• 老百姓最拥护共产党，所以小车推，担架上，粮
食送去，后面烙好煎饼，烙好馍馍什么东西都往
前方送。 

•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淮海战役中支援前线发动
之广泛，组织之周密，规模之巨大，任务之浩繁，
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众多，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
所罕见的。 

 实例：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淮海战役！ 



淮
海
战
役 



• 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 

        一切为了群众，是无产

阶级政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
发点。 

焦裕禄 

孔繁森 



    一切依靠群众，是无产

阶级政党的力量源泉。 

• 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 



  从群众中来，就是把广大群众在长期实践中所

积累的斗争经验，所提出的愿望、要求和建议，
集中起来，加以分析、综合和提高，因为群众的
经验和知识虽然是多方面的、丰富的，但往往是
分散的，所以领导者必须要深入群众，使之系统
化、条理化，从而形成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指示、
方针和政策。 

  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形成的工作指示、方针、

政策再拿回到群众中去，让群众照着去办，化为
实际的行动，并使之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检验、
丰富和发展。 
 

• 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密切联

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

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来，始终

把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作为立党兴党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从而保证了党在各个时

期历史任务的完成。      

十八大明确：在2届党代会之间的5年里，在
全党开展一次集中学习教育实践活动，既是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一项创举，也是这些
年来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 



       我们党历来重视密切联系群众、抓好党的作风，将其提

到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的高度。早在1945年，毛泽东

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

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新中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新的深刻

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坚持群

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作为治国理政的根基。 

 巩固执政基础的需要 



I. 官僚主义思想 

   一是消除官本位意识 

   二是注意寡头政治 

   三是利益阶层的形成 

II. 形式主义作风 

   一是搞“财政空转” 

   二是搞“形象工程”  

   三是搞“注水数字”  

 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 有的领导干部群众观念谈漠，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
生，导致一些地方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甚至发生冲突。 

• 单靠专政工具打压，不让人民群众发言，
那不是要让党和人民群众对立吗？ 
 

• 这实际上造成了干群矛盾。具体表现在： 

  （1）利益需要与分配不公的矛盾； 

  （2）干部素质与任务要求的矛盾； 

  （3）群众利益诉求与体制机制的矛盾； 

  （4）社会生活多样化与社会管理滞后的矛盾。 



    ■  脱离群众的危害不可低估 
 

                     部分干部在作风上暴露出的问题，已成
为影响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及工作任务落实
的突出障碍。       

一是工作敷衍、推诿拖拉，政治敏感性不强；       

二是精神不振，作风漂浮、脱离群众，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严重；       

三是方法简单粗暴，对待群众态度生硬；       

四是私心较重，办事不公, 甚至以权谋私；        

五是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搞“形象工程”等等。                



 根源分析： 
 

I. 客观原因： 

   （1）经济不发达及收入分配不公，这对社会矛

盾的影响具有根本性。 

     （2）体制机制不健全和社会事业相对滞后，是

引发干群矛盾的重要因素。 



主观根源： 

一是官本位意识严重，公仆意识和宗旨观念淡漠。 

二是作风不正，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 

三是权力观念错位，有的人把手中握有的权力当作   

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腐败现象的蔓延加剧了干群

关系紧张，进而危及党群关系。 

四是监督约束不力，惩诫力度不够。 

 



（１）改革： 
• 一些政府部门演变成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它们依靠手中

的权力可以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使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
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 

• 现在党内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利部门，是在竭力阻挠改
革，绑架了改革，把改革当成他们家的招牌； 

• 没有哪个官员或者部门能垄断改革的话语权，改革是党中
央领导的，全国人民参与的社会发展事业； 

（２）照镜子、洗洗澡、治治病： 

• 支援人民群众帮党内一些“黑官僚”照照镜子，洗洗澡。
我们党纪国法也是准备给他们动动刀子，治治病的。 

（３）大老虎： 

 现在呢，某些权利部门，已经沦为披着改革虎皮的大老虎，
而且屁股还让人摸不得。 



 履行职责的需要 

 执政党是执掌国家政权的党，必须正确认识党与权力的

关系。从党的群众路线的角度来看待共产党人的权力，

其中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

的，二是共产党人的权力要替人民办事。这就深刻揭示

了共产党的权力来源和本质。 

 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那么这种权力就应体现

人民群众的意志，就要了解和集中人民群众的意愿。既

然共产党人的权力要为人民服务，要替人民群众办实事，

那么，每一个掌权的共产党员就必须树立公仆意识，一

切对人民负责。 



 履行职责的需要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党来

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人民。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

始终是我们的根基。共产党人来自人民，我们的政府组

成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行使公共事务管理职

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宏伟目标。
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靠党的各方面路
线来保障。而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的群众路
线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要求
和期望也越来越高，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得到巩
固，党和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于我们必
须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获得人民群众的支
持和拥护，赢得人民群众最广泛的认同。 



 党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
线、组织路线的根本方法保证 

1、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 

   群众—领导—群众     实事求是 

2、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 

   政治路线集中体现着一定历史时期的根本任务，

也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 

3、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组织路线 

   群众—领导—群众     民主—集中—民主 



1、从思想深处, 着力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 
心里始终装着群众； 

2、 从工作大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问题，使改革
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群众； 

3、从保障措施上，着力解决好制度、机制问题，切
实维护好群众权益，着力建立长效机制； 

4、从推动工作上，着力解决好狠抓落实的问题，竭
诚服务群众。 

 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作风而言，需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清廉：反腐倡廉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一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党员领导干
部明白自己的真正职责，从而在心理上形成“不想
贪”； 

二是为了把腐败遏制在萌芽状态中，降低它发生的
概率，从而使一些人虽然想贪，但是“不能贪”，
没机会贪； 

三是杀一儆百，为了使领导干部明白即使想贪，且
监督机制不健全也能贪的情况下，也“不敢贪”，
因为一旦腐败，就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

在逆民心。”  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

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领导干部始终心

系群众、服务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就能无往而不胜，我

们的事业就能如马克思所言“并不显赫一

时，但将永远存在”。 

结 束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