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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习近平开创性地把“从严治党”提升到“全面从严治党”新高度，并使之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论述。理

论界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总体研究呈现出样本分布差异显著、前后阶段对比鲜明的特征，在具体研究上则是

分别从该论述的提出依据、科学体系与内在逻辑、内容与特征、功能与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相关研究虽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但亦存在研究内容同质化、研究路径模式化等“三多三少”问题，故未来研究需从思想体系的建构、实践的结合

转化以及研究范式的创新等几个方面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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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novatively  raised the“strict  party  governance”  to  the “comprehensive strict  party  gov-

ernance” in a new stage and a new height，and included it in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layout to discuss. Thought theory of

Xi Jinping comprehensive governing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important elabor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sample number dis-

tribution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phase contrast before and after the division characteristics，separately from the argument put for-

ward in the concrete research foundation，scientific system and internal logic，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function and meaning. Al-

though relevant researches have achieved phased results，there are still “three more and three less” problems such as homogeniza-

tion of research contents and modeling of research paths. Therefore，future research trends need to be start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the comb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 innov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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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开创性地把

 “从严治党”提升到“全面从严治党”新高度，并围

绕“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

示，这集中反映在已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论述摘编》一书中。时代是思想之母，习近平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界对习近

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研究在广度、深

度、力度上都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回溯已有研究

成果有助于梳理历史进程、总结基本经验、发现研

究不足。展望未来研究趋向则有助于相关研究少走

弯路，以行稳致远。

一、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总

体研究

截至 2019 年 7 月，以篇名“全面从严治党”为

检索项通过中国知网 (CNKI) 全库检索，共检索到

8 587 条结果，前后跨度为 5 年（2014—2019 年）。

具体包括学术期刊 4 730 篇，博硕士论文 133 篇，

会议简报集刊 67 篇，报纸 3 657 篇。

 （一）研究样本分布

对检索到的 8 587 篇文献进行精确样本分析，

按照文献数量多少进行有序排列，具体如表 1 所示。

在所有篇名包括“全面从严治党”主题词的文

献中，学术期刊和报纸两者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其他

文献，两者合计约占 97.67%，其他不到 3%。对相关

样本进行仔细梳理分析后可知，高校科研群体依然

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研究的主体，同时党政领

导干部、文宣系统工作者等也在“全面从严治党”

的理论宣讲、贯彻实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研究阶段划分

1） “从严治党”研究阶段（1978—2013 年）。从

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建党原则，体现了

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1927 年《中国共产党

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在决议中提出“党部

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1]，这就为从严治党提

供了组织制度保证。之后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创造

性地把从严治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机结合起来，

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政治保

障。改革开放之初，针对党的建设存在的诸多问

题，党中央实施了整党运动。1984 年 7 月 18 日，《人

民日报》首次完整提出“从严治党”[2]。此后理论界

对“从严治党”的历史、内容、体系、结构、作用、意

义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

2） “全面从严治党”研究阶段（2014 至今）。思

想理论界对 “ 全面从严治党 ” 的研究发轫于

2014 年。依照时间对该年度所发表“全面从严治

党”文献数量进行排列，如表 2 所示。

明显可见，在 2014 年之前所检索到的数据为

零。但这并不意味着 2014 年之前思想理论界对 “全

面从严治党”的研究一片荒芜，相反 2014 年之前理

论界对“从严治党”的研究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研

究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提供了科学的研究范

式。因此从 2014 年开始，思想理论界对“全面从严

治党”的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习近

 
表 1   样本分布情况

知网数据库 数量 /篇 比例 /%

学术期刊数据库 4 730 55.08

报纸数据库 3 657 42.59

博硕士论文数据库   133  1.55

会议论文数据库     67  0.78

 
表 2   不同年份文献数量

年份 数量 /篇

2013年        0 

2014年      69 

2015年 1 035 

2016年 2 438 

2017年 2 972 

2018年 1 590 

2019年（截至7月）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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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在 2014 年 10 月 8 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

治党”。2014 年 10 月 9 日《解放军报》首次刊发

了论述“全面从严治党”的文章[3]。此后理论界纷纷

涉足“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二、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具

体研究

 （一）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提出

依据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提出不

是偶然的，而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是习近平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基础。龙献忠[4] 认为

列宁关于从严治党思想及其实践探索对于我国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出良好的政治生态有着重大

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丁晓强[5] 从文化根源、理

论基础和经验总结方面概括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提出缘由。周金堂[6] 则认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生成的总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年代从严治党的理

论与实践是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

论述形成的历史背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

未明确提出从严治党概念，但已有从严治党的主体

意识和丰富实践。肖贵清[7] 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中

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包括：必须把从严

加强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必须依靠严明的

纪律从严治党；必须从严培育党的优良作风；必须

坚持制度治党遵循法治原则。可见，理论界从历史

渊源、理论基础考察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重要论述的提出依据，为此后相关研究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二）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科学体

系与内在逻辑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具有严密

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体现了深厚的理论品质。

赵付科[8] 认为习近平立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

内涵”“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选择”“全面从严治党

的着力点”等方面，开创性地提出了诸多新观点新

思想，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

系。施秀莉[9] 认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

述已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具体表现在全面从严治

党的价值意义、核心要求、关键环节、基本路径、应

有之义、内在诉求、根本保障等论断上。吴怀友[10]

指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是包含目

标论、系统论、核心论、方法论、常态论、规律论等

 “十论”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体系。

从“党要管党”发展到“从严治党”，再提升到

 “全面从严治党”，这体现出党的建设这个伟大工程

的演进逻辑和发展取向。侯慧艳[11] 认为，习近平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有着严密的逻辑体系，其

中包括理论逻辑、方法逻辑、发生逻辑以及实践逻

辑，这些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内生动力和实践指

南。倪新兵[12] 专门探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运行逻

辑，认为它们是由运行的主体、客体、载体、目标、

理念和路径等元素构成的子系统而组成。有研究者

基于执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深入剖析了全面从

严治党的制度化、法治化、科学化等三方面治理实

践逻辑[13]。承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重要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和严谨的内在

逻辑。

 （三）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主体内

容研究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从内容上

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理论界很长时期以来对这个问

题的回答莫衷一是。其中有“五位一体”说，有“六

个方面”说，还有“十个观点”说，等等。在党的十九

大上，习近平把全面从严治党内容分为七个部分：

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这种划分方式为理

论界的相关论争起到了定分止争的作用。

1）关于党的政治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

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这是党的十九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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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最新论断。王炳林[14](32) 在研读十九大报告的

基础上认为，“这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

 “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这既是全面

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总结，更是理论、历史和现实

发展的逻辑必然”。丁俊萍[15] 系统研究了以党的政

治建设为统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她认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政治属性。齐卫平[16] 认为习近平关于党的

政治建设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

领导人有关论述，其实践依据是党内存在的诸多政

治问题，其基本要求在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其理

论价值在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理

论。因此，提升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和实践水平，是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面从严治党的中

心任务。

2）关于党的思想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在全面从

严治党战略布局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杨凤城[17] 认

为应该把思想建党放在重要位置，将其与制度治党

紧密结合。把理想信念坚定作为衡量好干部的第一

标准。陈金龙[18] 把全面从严治党看作是全党的共

同任务，认为应以思想建设为其根本，并把其贯穿

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同时应突出思想教育重点，

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王永贵[19]（30）认为“思想建党

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立党、兴党的逻辑前提和基本

原则”。可见，党的思想建设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具有

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必须巩固和提高，而不能有任

何的削弱和弱化。

3）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组织建设为全面从

严治党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内在动力。张士海[20]（11）

认为：“从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

的核心要素。”贾凯[21]（44）认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

治党组织维度的创新是其三个创新维度之一，他认

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完善和创新组织

机构，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组织和人力支撑”。任

鹏[22] 首先界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涵义，他认为组

织建设是党建工作的核心，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

有利于培育选拔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其次他认为严

肃党内的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于

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可见，党的组织建

设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

4）关于党的作风建设。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永

恒的主线和主题。齐卫平[23] 认为十八大后整饬党

风的实践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谱写了历史新篇

章，也揭开了党的作风建设时代帷幕。由此他得出

习近平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包括以下几个关系的

创新：作风与权力、作风与政绩、作风与制度、作风

与道德以及作风与家风等。刘红凛[24] 从精神品格

和实践方略入手深入分析了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

建设论述，他认为党的作风问题事关党的性质宗旨

更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结合现阶段党内作风问题

呈现出顽固性与反复性、严峻性与复杂性等特征，

他认为应从党性高度对此进行顶层设计与系统部

署。李拯[25] 认为作风建设“软钉子”之所以难拔主

要在于心态上的官僚主义与行动上的形式主义，因

此要把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治理方能标本兼治。

总之，党的作风建设应抓长、抓常、抓细，从而为营

造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提供政治保障。

5）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纪律严明是无产阶级政

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和政治特征。梁柱[26] 认为党的

纪律包括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两者相辅相成、有

机统一。同时他指出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严明

党的纪律对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邵景均[27] 认为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必须遵守党的各

项纪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加强党的纪

律建设，并认为“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

键的纪律”。姜林[28] 探讨了党的纪律建设的内涵和

外延，他认为其内涵包括四个方面：制定和完善纪

律、开展纪律教育、严格遵守纪律以及纪律处分。

其外延包括将党的建设各方面纪律化、为党的建设

提供保障以及反腐败斗争等三个方面。因此，党的

纪律建设必须要以政治纪律建设为着力点，对任何

违反政治纪律的组织和党员要依规严肃处理，以儆

效尤。

6）关于党的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关乎根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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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长远。王永贵[19]（30）认为制度问题具有根本性、

全局性等多维特征，制度治党是党推进自身建设的

重要抓手和新常态，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强有力的制

度保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优势和宝

贵经验。贾凯[21]（44）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在制度方面

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党章、准则、条例等党内法规的

完善和制定上。张士海[20]（12）认为：“从严加强党的

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刘宁宁[29]

认为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需要建立完备的制度体

系、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制度信仰和

执行力。可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制度建设能够起

到标本兼治的作用，这就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要

加强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从而为党的制度建设提

供战略性、全局性的理论支撑。

7）关于党的反腐败斗争。腐败是政治之癌，反

腐败则事关政治全局。李景治[30] 认为应辩证分析

和处理在反腐败斗争中“治标”与“治本”的关系，

而根本之计是加大治本的力度。王传利[31] 认为在

反腐败斗争中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从权力与资本

双重视角考察腐败成因、设计反腐方略，以建立中

国特色反腐倡廉机制。任鹏[32] 认为应加强惩戒力

度、制度设计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从而构筑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立体监督网。唐中明[33]（188）认

为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政权等多个方面充

分认识腐败现象的严重危害，把建设廉洁政治、廉

洁文化、廉洁法制等纳入到党的建设全局之中统筹

推进。因此，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性和责任感来推动党的反腐败斗争，抓早

抓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8）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相关

特征研究。从形而上分析，事物本质属性决定了事

物外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习近平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重要论述相关特征已内在地蕴含在主体内

容之中。丁俊萍[34]（135）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

特征主要体现在基本理念、基本思路、基本方法、

历史任务等多个方面。杨德山[35] 认为从理论建构

和实践表现看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关键性与整体

性相统一、重点性和全面性相结合、严肃性与规范

性相协调等特征。”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重要论述内容丰富、特征鲜明，反映出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四）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功能与意

义的研究

功能意指事物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也常作效

能或功效。意义即事物对主体所具有的价值。王炳

林[14]（33）认为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有助于扭转政治生

态，进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赢得党心民心。

丁俊萍 [34]（144）认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

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谢春涛[36] 认为在习近

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引领下中国共产

党成功走出一条治党新路。辛向阳[37] 从人民立场

出发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是调动人民积极性的关键，

是落实党的宗旨的根本要求，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的根本保障，也是解决群众最现实问题的根本

条件。

唐中明[33]（5）认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

要论述在党风廉政建设理论与实践、党和国家发展

战略布局以及党领导现代化进程路径等方面具有

重大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发展具有

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三、评析与展望

承上所述，近几年来，理论界对习近平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取

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涵盖习近平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现实

依据、科学体系、内在逻辑、主要特征、重要意义等

方面。不仅如此，研究者还阐发了习近平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价值取向、思想方法、精神实

质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总体来看，研究者

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视野出发，对习近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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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和思考，做出了学术贡献，提供了学术增量。

具体而言相关研究所提供的学术增量荦荦大

端者有四：其一，对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

论述的理论基础、现实来源和历史依据进行了深入

探讨，夯实了理论之基。其二，对习近平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

深度剖析，使其逻辑体系及其相互关系更加清晰。

其三，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主要特征

进行高度概括，使其独特品质得到充分彰显。其

四，对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重大意

义进行全面阐释，使其作用和影响更为深远。无

疑，研究者的这些学术努力及其研究成果，为后续

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肯定思想理论界学术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

看到上述研究存在着不足之处。总体说来，这些成

果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一是宣传性文章较多，

学术性论文较少；二是论文类成果较多，著作类成

果较少；三是普及性著作较多，专题性著作较少。

同时由于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发表时

间并不长，思想理论界有关这些重要论述的研究时

间还比较短，虽然现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学术研究

论文数量庞大，但就总体来说，是多而不精，研究

内容同质化与研究路径模式化等问题比较突出，高

质量的研究成果尚待挖掘，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才

刚刚开始，有些研究领域尚待进一步深化与提升。

鉴于此，笔者认为今后思想理论界有关习近平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下

功夫。

一是在思想体系上下功夫，着力建构习近平关

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指

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

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

能说服人。”[38]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

业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对这一

整体如何全面把握和深入概括，思想理论界已经作

了一些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总体来

看，这些研究成果中碎片化现象较为普遍，有些研

究者在剖析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某一方面论题时，

有时千方百计地力图穷尽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

党的所有论述，并将这些论述一股脑儿地汇聚于该

论题之中，虽然研究者主观上是想尽可能地揭示这

些概念和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但阐释过度必然会

影响到人们对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

的全局把握和总体思考，牵强附会必然会伤及思想

本身。因此，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将习近平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重要论述进行专题化研究，在专题研究的

基础上再进行整合，最大努力地揭示习近平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原文原典，最大可能地展示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科学体系。

二是在实践结合上下功夫，提升习近平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实践转化力。习近平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源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

从严治党的实践，也理应运用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

党的实践中去。因此，我们不但要学懂它，弄通它，

还要做实它。所谓做实，就是要在坚持习近平关于

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这一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

的同时，还要将它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实践结合

起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与此相适应，思想

理论界也应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

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

紧密结合起来，并加以研究，切实防止从书本到书

本、从文献到文献的教条化倾向和形式主义问题。

在这方面，理论界还有很广阔的天地需要去闯荡。

三是在分析方法上下功夫，创新多元研究范

式，倡导多学科交叉和宽视阈分析。习近平有关全

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文献较多、内涵丰富、博大

精深。近几年来研究者对这些重要论述的分析和阐

述，大都采用文献研究法，即以习近平关于全面从

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相关文献文本为依据，同时参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不同时期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从严治党思想。而其他研究方法运用得并

不多，这是很不够的。理论界还应该尽可能地运用

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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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尽可能地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

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分析工

具，不断创新研究范式，以求全方位、宽视域、多角

度地展现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立

体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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