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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 穗 勰 裁甍|誊 薯囊番 
反“四风”原因浅析 

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的真功夫已下在以反对 “四风”为 

切 入点的作风建设上 ．通过解决 

“四风”问题来促进全党为 民务实 

清廉之风的形成 那么这次教育实 

践活动为什么把反对 “四风”作为 

突出解决的问题呢? 

一

、“四风”问题影响广泛， 

具有普遍性 

瞄准“四风”．说 明“四风 ”问题 

积 习已久 ．流弊甚 广 ．已经成为横 

亘在党和群众之 间的“元形之墙 ”． 

可 以说“四风”是一个普遍现象 形 

式主义 、官 僚主义 ．不是我们共产 

党执政才有 ．应该讲在整个人类漫 

长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官僚主义和 

形式主义始终是形影不离、相伴而 

生的一种现象 中国是官僚制度的 

故乡 ．但官僚主义一词却是从西文 

的辞典中转译来的 ．这已经说明 ． 

官僚 主义在西方是普遍存在 的 王 

亚南 (厦门大学教授 )在《中国官僚 

政治研究》一书 中指 出．技术性 的 

官僚作风 ．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 

治的社会存在 ．在政府机关存在 。 

且可能在一切大规模机构如教会 、 

公司乃至学校 中存在 这种说法可 

以从很多事例 中得到佐证。大文学 

家歌德在路上遇见 魏玛皇室的车 

马时 ，便会退至路边 。低首鞠 躬，以 

致魏玛皇室养活 了他几十年 大音 

乐家贝多芬对此很不以为然 ．牛气 

口 苗婧 萱 

冲冲硬挺着脖子站在那里 ．绝不 向 

魏玛皇室躬身 ．所以贝多芬穷愁潦 

倒 了一辈子 从中国历史上看 ．官 

僚风气更是由来 已久 ．甚至影 响到 

了每一个人的身上 。受 中国儒 家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影响 ．走 

仕途 ．享受奢华生活成为历史上很 

多国人的追求 ．中国古代封建官僚 

体制就是官僚主义 、形式 主义、奢 

华之风 的温床 在现 当代 ．官僚主 

义 、形式主义之风仍广泛存在 ．甚 

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吃喝风盛行 、 

超标准配车 、追求所谓 的生活品 

位 、理所应 当的特权思 想 ．已经成 

为伴随着 中国经 济社 会发展过程 

当中的一种态势 如不加 以狠刹 ． 

就会产生跟 风现象 ．无 形之 中就 

培育 了一种环境 、一种气候 ．这种 

气候一旦 形成 ．对问题 就习 以为 

常 、司空见惯 而不知不觉 了．甚 至 

还 会 造 成 水 至 清 则 无 鱼 的 “尴 

尬 ”。想 出污泥而不染 、想要廉 洁 

奉公反倒 成 了不入流的 “另类 ” 

而 我们党 的干部 ．是直接为老百 

姓 服务 的 ．人 民群众恰恰是从 领 

导 干部的衣食住行 和举止 言谈 来 

看 待来评 价的 ．所以 ．对于 “四风 ” 

问题 ，老百 姓看得 见 、摸得 着 、体 

会最深 、关注最切 。因此抓住 了反 

对 “四风 ”．就抓 住 了干部 群众 的 

关注点 ．就抓住 了群众路线教 育 

实践活动 的着力点 。有的放矢 ．才 

能事半功倍 

二、“四风”问题危害极大 。 

具有严重性 

1．影响党的整体形象。在群众 

眼 中党员领导干部代表着党 和政 

府 ．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不正 ．在群 

众心中就是党和政府的作风不正 ． 

领导干部的形象不好．就是党和政 

府的形象不好 近年来。好多群体性 

事件就是因为个别干部的个人态度 

和行为不好．却点燃了群众冲击政 

府机关的对立情绪。长此以往，群众 

自然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党的形 

象和公信力必受到极大损害 ．党也 

就会失去组织力和号召力 

2．破坏党群干群关 系。群众路 

线是党的生命线 ．中国共产党得 民 

心 、赢天下 ，靠 的就是坚持走群众 

路线 、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我们党最 

大的政治优势 ．靠 的是党员干部吃 

苦在前 、享受在后 ，清正廉洁、艰苦 

奋斗 ，英勇斗争 、不怕牺牲 的优 良 

传统 这些优 良作风是党 的性质宗 

旨的体现 ．是我们党 区别于其他政 

党 、党员干部不同于普通群众的显 

著标志 如今党员干部的“四风”表 

现 ．与我们党 的优 良作 风完全相 

悖 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越来 

越疏远．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 

要 根源 

3．浪费了社会财富资源。因为 

搞形式主义、因为错误决策 、因为摆 

阔气、因为图享受．造成了极大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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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源浪费 曾台一个地区为 r搞 

一 个某段堤坝合龙成功的彤式 ．不 

顾抗洪战士 七天未休息的实际 ．投 

人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 ．重搞了一 

个演习．真可谓形式主义害死人 

4．催生腐败犯罪行为 从党的历 

史 上看 ．不 论是 革命战争时期还是 

和平建没改革 放时期 ．有类于刘 

青I LI、张子善、刘忐军、刘铁男的腐败 

问题 ．莫 足从1二活作风腊化堕落 

开始．所谓“木之折 也必通囊．墙之坏 

也必通隙”，冰冻一尺非一 日之寒 

“四风”病 因不查找．“四风”病灶不铲 

除．就会发展到腐败犯罪的“不治之 

症”．“木先 自腐而后烂” 因此 ．纠风 

是为了救人 ．治病是为了救命 

5．严重毒化社会风气 社会风 

气与社会关键人群的行为风尚密不 

可分 党员干部作风好坏．不仅标示 

着社会风气的主流 ．而且影响社会 

风气建设成效 “官德正 ，则民风淳： 

官德毁 ．则 民Jxl降 ”领导者不察实 

情 ，弄假必成风 ；领 导者贪污腐 败 ， 

贿赂必成风：领导者排场盛行．奢靡 

必成风 ．久而久之 ，彤成恶性循环 ． 

是非颠倒 ．荣辱错位．社会风气被严 

重毒化 

6．动 摇 了党 的 执 政 根 基 “四 

风”对党执政的挑战格外严峻．．挑战 

来 自哪里?“四 ”问题不解决 ．会损 

害党和人民的关 系，损害人 民利益 

经济 、民生 、民主 、文化 、生态各项建 

设．统统与人民利益连在一起 认为 

执政党只要把经济发展好．就可 以 

解决 一切问题是很不正确的．．执政 

党与人民的关系是综合性的 权为 

民所赋 ．必须代表人民行使权力 人 

心向背是执政合法性 的根本来源 

如果没有足够代表性．执政党就会 

失 去人民的认同 ．丧失执政资格 

“四风”危及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列 

宁曾讲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 

毁掉 ．那就是这个(官僚主义)。”社 

l6 人才资源开发 

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前苏联 ．冈为 

执政党的官僚风气和贪腐成性导致 

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 俄联帮共产 

党主席久加诺夫曾经把苏共亡党的 

原因总结为“i个垄断”．即对真理 

的垄断 、对资源的垄断和对权力的 

垄断 垄断真理 ．不让老百姓说真 

话 ；垄断资源 ，你可 以调动一切 ：垄 

断权力，你可以统治一切．必然会使 

你高高存上、脱离群众 ．前车之覆 ． 

后车之鉴 “四风”问题危害至此 ．后 

果严重 ，教训惨痛 。因此．必须从关 

系党和国家事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 

度来看待“四风”问题 ．治理“四风” 

问题 ．进而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巩同 

党的执政地位 、推进党的事业不断 

发展进步 

三、“四风”问题治而复发。 

具有顽固性 

“四风 ”问题 由来 已久 ．很难药 

到病除．而且容易复发 ．有着极强的 

顽固性 也正冈如此 ．我党历史上多 

次开展整风运动 第一次是 l941年 

至 1945年 的整风 ．主要任务是“反 

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 

主义以整顿党风 ．反对党八股 以整 

顿文风 ．史称“延安整风” 第二次是 

1947年至 1948年 的整党 ．主要任 

务是杏 阶级 、查思想 、查作风 ．整顿 

组织 、整顿思想 、整顿作风 的“ 查 

j整”．史称“土改整党”，、第 次是 

1950年至 1954年 的整风整党 整 

党 中．先后有 32．8万人离开了党组 

织 ．其中有 23．8万名混入党内的坏 

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 ． 

同时有 107万名先进分子加入共产 

党 ．壮大了力量 ，纯洁了队伍。第四 

次是 1957年的整风 ．还是以克服官 

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重 

点 史称 “开门整风”。第 五次是 

1963年至 1965年的整党 ．史称“社 

教整党” 第六次是 1969年至 1971 

年的整党 ，史称“文革整党建党” 第 

七次是 1983年至 1987年 的整党 ，、 

这次整党重要任 务是统一思想 、整 

顿作风 、加强纪律 、纯洁组织 ．成为 

进入新时期后．党在改革开放条件 

下为加强 自身建设而进行的一次重 

要探索和实践 第八次足 1998年至 

2000年的整 Jx【．即以整风精神仵全 

党开展的“了讲”教 育 最近的一次 

是 2005年保持共产党 员先进性教 

育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 

进性建设的一次有 力实践 虽然每 

次整风的提法各有不同．但其核心 

内容基本一致 ．这些整党整风运动． 

其 主要 目的就是进 行党 内 自我净 

化 ．不断提高党的纯洁性 ．提高党组 

织及党员千部 的先进性 而这种整 

风运动之所以多次进行 、反复开展 ． 

恰恰 说 明了党 内不 良风气 根除之 

难．尤其是治而复发．不是直接复发， 

就是变身复发 即使在当F．应当说 

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 ．特别是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时 ．“四风”问题 

日益得到纠正的情况下．群众仍置 

疑 ．是否活动一过．日子一长 ．“四风” 

问题又卷土重来 r?为此 ，党中央 

令五申．态度鲜明 ．决不毕其功于一一 

役 ．要持之以恒地反对“四风”!所以， 

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旨 

在解决“四风”问题．对作风之弊 、行 

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杏 、大检修 、大扫 

除．这就切中了时弊．抓住了要害， 

治了顽疾 “四风”问题解决好丫．党 

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 

更好条件 ．就会使党的作『x【建设有 

一 个新提高．就有利于形成风清气 

正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 ．从而让好作 

风如春 日青苗 ．不见其长却 日有所 

增．久之修成正道 ：坏作风如磨刀之 

石 ．不见其损却 日有所亏 ．久之必成 

无用 (作者单位 东北石油大学人文 

科学学院)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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