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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才溪乡调查》以大量事实告诉人们，才溪成为中央苏区模范乡的成功经验是我党依 

靠群众力量、关心群众生活、注意群众3-作方法，构建了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正是党 

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 中，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 

理想信念和宗旨教育，把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作为活动的核心任务，应强化干部作风建设 ，努力 

提高干部服务群众的本领。同时，要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长效机制．使实践活动取得的好成果能 

长期巩 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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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围绕保持党 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 ．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 

廉为主要内容的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提高 

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报告明确了 

深人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具体 

要求，如何使此次教育实践活动收到预期的效 

果，我们不妨从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中去寻 

找答案。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三次来到 

才溪，《才溪乡调查》成文于 1933年 11月下 

旬。当时 ，中国革命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国 

民党调集百万军队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 

“围剿”，并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党 

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 

地位 ，使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巩固与发展受到 

严重威胁。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 

设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新课题。要不要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能不能建立农村革命根 

据地?怎样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带着这 

些问题在才溪进行深入 的调查研究 ，撰写了 

《才溪乡调查》。通过才溪苏区建设 的成功经 

验，“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中央苏 

区模范乡的成功经验对新时期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 才溪成为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的主要 

经验 

《才溪乡调查》对才溪乡政权建设、经济建 

设 、“扩红”运动和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 了全面 

总结 ，号召全苏 区向才溪模范乡学 习，建设革 

命根据地 ，支持革命战争。通读全文 ，内容具体 

而琐细 ，虽然没有什么统领全局的宏论 ，但其 

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文字的背后体现了毛 

泽东密切联系群众 、求真务实的作风，也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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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细细品读 中明白了才溪成为“全苏区第一 

个光荣的模范”的缘由所在。 

(一)依靠群众力量。搞好各项建设 

才溪乡苏维埃 (下文或简称为“乡苏”)的 

各项建设是充分发动群众 ，紧紧依靠群众的力 

量积极推进的。从政权建设方面看 ，才溪充分 

依靠群众民主推选乡苏代表，组建乡苏政权及 

其各级组织。才溪区划分为八个乡，乡苏下设 

了许多委员会，每个委员会 10至 20名委员不 

等，在大的乡还建立了许多村委员会。此外，还 

有工会 、贫农 团、妇女会 、儿童团、互济会等群 

众组织。1929年 4月 ，毛泽东在根据地初创时 

期就提出 ．每个共产党员要如和尚念“阿弥陀 

佛”一样随时都要念叨“争取群众”。在总结《长 

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的工作经验中毛泽 

东指出：“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 

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 ，使全村 

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 ，去执行苏维 

埃的一切工作任务 ，这是苏维埃政府优胜于历 

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苏维埃制度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 

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到雄厚的支持力 

量。在经济建设方面 ，才溪千方百计发展农业 

生产 ，农业生产成为乡苏经济建设的中心工 

作。但劳动力严重不足，“上才溪暴动时共有 2 

318人 ，554个(16岁至 55岁 )有劳动能力的男 

子中．去当红军、协助做：[作的485人。留在乡 

村 的只有 69人 ，男子 仅 占 劳动 力 总 数 的 

11％。下才溪共有人 口2 610人中，男子有劳动 

能力的 765人 中。去了533人当红军及做工作 ， 

留在乡村的只 232人。男子也只占劳动力总数 

的35％。因此，耕种主要依靠女子”。『】】。 才溪 

乡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在耕 田队基础上创立 

起 了“劳动合作社 ”，有组织地进行劳力调剂 ， 

以乡为单位开展生产互助 ．从而保证了农业增 

产增收，改善了苏区人 民群众的生活。在文化 

建设方面 ，才溪乡办有 Et学 、夜学，还开设识字 

班、读报团、俱乐部等，：先后创办了日学 9所， 

291人；夜学 12所 ，368人；识字班 6o组 ，500 

人 还有俱乐部 2个 。内设图书、报刊、娱乐。才 

溪群众根据 自身的具体情况接受不同形式的 

文化教育．同时群众还积极募集款子，支付教 

员的伙食以及每月每校办公所需的费用。正如 

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 

什么?是群 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 

的群众。”[21瑚 

(二)关心群众生活．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 

全力放在战线上去吗?那末 ，就得和群众在一 

起 。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就得关心群众 

的痛痒 ，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 

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盐的问题 ，米的问题 ， 

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 

众的一切问题。”『21 s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 

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最根本的宗旨。 

当时国民党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使才溪百姓 

的物质生活相当匮乏。才溪苏维埃政权关心群 

众的生产生活问题 ，一方面抓好农业生产 ，另 

一

方面想方设法搞活物资流通 ，发动群众人股 

投资加入合作社，全区八乡先后办起了 14个 

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的建立和运转，丰富 

了群众 日常生活所需的物品 ，稳定了物价 ，受 

到群众高度评价，称“合作社第一好”。才溪乡 

苏维埃为解决红军家属、困难群众的粮食问题 

又建立了粮食合作社(原名粮食调剂局)，《才溪 

乡调查》特别提到 1933年 5月，上村、障云两乡 

(现划入通贤乡)发生饥荒 ，“全区各乡粮食调 

剂局合力救济。⋯⋯结果无饿饭的”。才溪乡苏 

维埃心系群众谋福利 ，关心群众 的柴米油盐酱 

醋 ．创新性地开展工作 ．“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 

地 出去 当红军 、做工作之后 ，生产超过了暴动 

前百分之十”，群众的吃饭、食肉改善了 100％， 

穿衣增加了 200％。人民群众也用实际行动保 

卫苏区，发展苏区，手执武器上前线去 ，支持了 

“扩红”运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如果我 

们满足了群众的需要 ，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 

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我们的周围， 

热烈地拥护我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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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工作方法．开展群众工作 

毛泽东说 ：“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 

解决完成任务 的方法 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 

河 ，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 

或船的问题 ，过河就是一句空话 。不解决方法 

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1 鲫才溪乡苏维 

埃开展群众工作，重视实际调查，研究工作方 

法，有的放矢。乡苏干部善于宣传、发动群众。 

在民主选举代表方面 ，乡苏面对文盲居多的选 

民实际情况，采取形式多样的选举宣传活动． 

组成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印发标语和小册子，召开工会 、贫农团、妇女 

会、互济会等，“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 

的，⋯⋯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在推销公 

债方面，召开动员大会，推销委员、宣传队按户 

宣传．群众“完全 自动买 ，没有强迫”。在“扩红” 

运动中．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 

好，靠的是“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 

切强迫办法”．同时“优待红军家属、慰 劳红军 

工作历来不错”。“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一fl,留”。 

据统计 ，上 、下才溪出外当红军、做工作 的人员 

分别占本乡青壮年男子数高达 88％和 70％。才 

溪乡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一方面靠的是 

宣传发动，不是靠行政强迫命令；另一方面，靠 

的是发展经济 ，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关 

心群众生活也是我们党成功开展群众工作的 

重要方法。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写到：“这 

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 ，如果不从经济上 、生产 

上去彻底解决问题 ，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 

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 

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 

样的成绩。”⋯m 

(四)苏区干部好作风，干群关系和谐 

树立良好的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是中国共 

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法宝。在土地 

革命时期．才溪乡能获得“中央苏区第一模范 

乡”称号 ，关键在于苏区干部有为民务实清廉 

的好作风。“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饭包去办 

公 ．日着草鞋分田地 ，夜走山路访贫农 。”【4]“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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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至今仍在闽粤赣老区广为传颂的山歌，正是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苏区 

干部好作风 ，是毛泽东 、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在中央苏区革命实践中精心培育 

形成的。毛泽东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 

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 ．没有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 

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51141在毛泽东的率 

先垂范下 ．闽西苏区涌现出邓子恢 、张鼎丞等 
一

批觉悟高 、作风正的好干部。毛泽东号召大 

家“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 ．反对汀州市那样的 

官僚主义的领导者”。闽西苏维埃政府重视纠 

正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不正之风 ．在根据地 

建设中能密切联系群众 ，广大苏区干部艰苦朴 

素，全 fl,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在《才溪乡调 

查》中特别提到“党团员又做 ‘礼拜六 ’。因此， 

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礼拜六”，来源于苏联 

十月革命后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闽西苏维埃政府将其作为制度规定下来 ，要求 

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党员干部每星期六都要为 

烈军属和困难户做一两件好事。才溪苏区的党 

员干部身先士卒 ，密切了党群 、干群关系，在根 

据地建设中“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被毛泽东 

称赞为“模范工作者”。 

毛泽东的才溪乡调查，以才溪乡的模范事 

迹 。为全苏区树立了典范。模范才溪的成功经 

验在于依靠群众的力量 、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 

群众工作的方法以及干部队伍的好作风 ，这正 

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二 、才溪苏区模范乡的经验对开展干部队 

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启示 
“

一

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 中 

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 

路线。《才溪乡调查》的灵魂是群众路线 、实事 

求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就是深入实际、依靠 

群众的支持帮助而顺利完成的。才溪乡调查所 

体现出的密切联系群众 ，求真务实 ，利为 民所 

谋等品质 ，对于新时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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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开展好干部队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要将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教育作为活动 

的重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 以人为本 、执 

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人 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 旨，以人为本、执政 

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这 

进一步强调了作为党员：f部尤其需要恪守“为 

民”的根本宗 旨。而践行党的宗旨，需要有理想 

信念作为支撑。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党、一 

个民族，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如同一 

盘散沙没有凝聚力 。就会失去奋斗 目标和前进 

方向。其实，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由 

于中国红军来源复杂，军心并不稳 。为了帮助 

红军提高阶级觉悟 ，明确革命 的目标 ，毛泽东 

在建军之初．就确立了红军的唯一宗旨。后来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对解放军的宗 

旨做出了经典的概括 ：“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 

民服务 ，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 旨。”在这一宗 

旨下，广大官兵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 ，而是 

为了共同的理想而结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 

斗。从才溪成为苏区模范的光荣历史 中，我们 

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面对血雨腥风的革命斗 

争 ．面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种种悲观情 

绪。苏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定会 

成功。正是有这样的信念．各级苏维埃政权的 

领导干部始终践行“为民”的宗旨。今天，我们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党员干部 

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教育尤为重要。崇高 

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 

力，有了这个精神动力．党员干部才能充分发 

挥服务于民的作用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 

的根本宗 旨。应该说，经过长期的教育和锻炼。 

党员干部队伍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但也有一 

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不强，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腐 

化堕落。因此，在学习教育中要加强理想信念 

教育和宗旨教育，全力抓好党的理论武装 ，通 

过拓展多种教育途径和方法，打牢全体党员特 

别是领导干部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基础，增 

强教育活动的实效性。 

(二)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要将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活动的重要方向 

干部自身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党群干 

群关系。 “风正 ，则百官皆守；风不正 ，则百弊 

俱生”。作风是干部精神状态的表现，也是评价 

党风建设的一面镜子。关于作风，徐向前元帅 

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 

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 ，才能团结群众 ，实现 

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一支革命军队，也必 

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 

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r6J耶 党的作风建设 

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风培养则侧重于干部队伍 良好行为习惯 的 

养成 。密切党 同群众 的联 系是群众路线的核 

心。从才溪乡调查实践看，我们不难发现毛泽 

东在苏区特别重视走群众路线，始终发扬关心 

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强调要和 

群众做朋友，并强调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 

有眼睛向下 的决心 ，没有求知的渴望 。没有放 

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是一定不能做 ， 

也一定做不好的。”[7]79O也正是在毛泽东的率先 

垂范下 ，广大才溪苏 区干部深入实际 。密切联 

系群众 ，一心为民 ，培育 了党群之间“鱼水相 

依”的亲密关系。历史经验表明，群众路线是我 

们党的生命线，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 

要法宝。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 ，我们 

党提出的每一个奋斗目标，都是依靠广大群众 

的艰苦努力完成的，密切联系群众任何时候都 

是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党群关系状况是衡 

量党的作风建设成效的晴雨表。近年来 ，党群 

干群关系总体是好的，但也不乏有些领导干部 

严重 的衙门思想 ，群众观念淡薄 ，对群众缺乏 

感情，不依靠、不相信群众，脱离实际，习惯于 

闭门造车、坐而论道、高高在上，做出不少违背 

群众意愿的事。由此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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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因此，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 

将以密切联 系群众 为核心的党的作风建设作 

为重要方向，大力弘扬苏区时期形成的党与人 

民群众的鱼水之情、血肉联系的优 良传统 ，加强 

对党员干部的群众观点教育，引导其深人学习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 

创造者的观点，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 

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充 

分发挥各族人 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作用。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开展好干部队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要把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作为活动的核心 

任务 

群众路线是要真正对群众负责的路线 ，必 

须是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的路线。因为人有 

物质和精神两种需要 ，因而开展群众路线教育 

不能光讲大道理，而要从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人手。如果只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思想 

工作就成 了“无根之木 ，无源之水”了。思想教 

育必须“伴随、渗透 、结合”实际工作的全过程 ， 

把解决问题作为落脚点。这不仅是一种思想作 

风和工作作风问题，更是一种让人民满意的成 

功实践。才溪乡成为先进的巩固的农村革命根 

据地．实现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时期局部执政 ， 

关键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 

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就必须真心实意为 

群众谋利益。当年 ，才溪之所以能成为苏区“扩 

红”运动的先锋 ，关键在于：一是才溪苏维埃政 

府成功的政权建设，保障了民众的政治权益， 

充分的民主 ．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 ； 

二是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使群众的经济利益 

得 以实现 ，“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 良”，解决了 

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正如马克思所说 ：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8Jsz从当前党群、干群关系存在的问题看 ， 

其根源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搞形式主义和 

政绩工程。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因此，开展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加强对党员干部进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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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利益教育，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民 

事不可缓”的理念，找准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开 

展活动的有效载体，以关注民生为重点 ，把着 

力解决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任务，不搞“花 

架子”、做表面功夫，为群众多办事、办好事，真 

正做到务实。 

(四)开展好干部队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要把提高服务群众本领作为活动的重要 

目标 

毛泽东说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干部就是 

决定的因素。”191s”群众路线贯彻的程度如何 ， 

并不取决于群众，而取决于干部。干部的素质、 

能力和作风在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当前 ，面对多元化的群众主体和复杂 

化的利益诉求的新情况 ，由于有些领导干部在 

群众工作中出现 “观念错位”和“本领恐慌”的 

现象．致使在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群众工作做 

得不得力，工作的实效性不高，影响了党和政 

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 ，在实践活 

动中，要把提高新形势下服务群众工作本领作 

为一个重要 目标。一是加强领导干部的官德建 

设 。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学 习，自觉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 ．摒弃“官本位”的思想 ．牢固树立 

执政为民的理念。加强对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教 

育和廉政文化教育，学习“八项规定”，弘扬苏 

区干部好作风 ，做到廉洁奉公 ，艰苦奋斗，勤政 

为民。总之，各级党员干部要注重理论学习，将 

理论素养转化为党性、转化为德性。二是要优 

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各级领导干部除了掌握自 

己所处领域的业务知识外 ，还应 了解和把握与 

群众工作密切相关的知识 ，如社会学 、管理学 、 

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寻求与群众交流的方式 ， 

提高组织群众、沟通群众、服务群众和化解矛 

盾的能力。三是要创新工作方法。据相关调查， 

有六成的人认为，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简单，不 

深入、不细致 ，这是 当前各级党员干部在贯彻 

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的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党的 

群众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 ，涉及到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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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各行业、各层次的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没有 

统一模式和方法可以套用 。一方面 ，要求各级 

领导干部要继承传统，注重调查研究这一最基 

本的工作方法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 ，充分了解 

群众工作的环境和对象的特点，做到有的放 

矢。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 

广播电视媒体、网络等着力提高党的群众工作 

方式的信息化水平 ，推动党的群众工作的现代 

化。【 。ll39 

(五)开展好干部队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要把建立健全群众路线长效机制作为活 

动的重要工作 

群众路线是干部联系群众的桥梁。作为一 

个党员干部．他是否联系群众以及多大程度上 

联系群众不仅取决于他个人的民主作风 。而更 

多地来 自于制度的约束。因此，要使教育实践 

活动长期有效地开展下去 ，必须建立健全贯彻 

党的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 。一要坚持和完善联 

系群众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党群联 

系点制度 ，完善领导干部定期下基层蹲点制度 

和各级机关干部联村入户制度。二是要建立健 

全监督激励制度。对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 

干部的权力运行进行必要的监督制约 ，建立基 

层群众代表议事会 、党员代表议事会等监督机 

构 ，保证把人 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 民谋利 

益。定期开展评 比表彰活动 ，对群众 口碑好 、群 

众工作成效大的领导干部给予精神上的鼓励 

和物质上的奖励。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群 

众工作考核考评机制。把群众工作能力和群众 

工作状况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增加群众评价 

的权重。把群众的认可度作为考核领导干部德 

能勤绩的主要依据。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交流 

上．要进一步扩大群众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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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n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Carrying out CPC’s M asses Line from Investigation in 

Caixi Township 

LIN Mei—zhen，YANG Yu-feng 

Abstract：Mao Zedong’s Investigation in Caixi townships tells US that the reasons for Caixi townships’success to be 

the model townships in the Cerrtral Soviet area lies in its Masses Line， which includes depending on the masses， caring 

for the masses life，paying attention to the methods of masses work and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This is the practice of the Party’S Masses Line．In deepening process of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carrying out the CPC’S Masses Line，it is required to educate the Party members with glorious beliefs and goals，to focus 

on solving the masses’practical problems and to improve the service to the masses．Meanwhile，it is required to carry out 

the Party’S Masses Line for a long time SO as to consolidate the good result of practice for long． 

Key words：Investigation in Caixi Township；the Party’S masses line；education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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