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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党的群众路线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 

论依据，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放大学建设是一个过程，需要多方面支撑。从政治高度看，群众 

路线为开放大学建设提供方向保证、力量源泉和领导方法，是建设开放大学的重要保障。在开放大学系统深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把学生的中心地位和教师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 

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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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具有科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是我们党的生 

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国家开放大学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 

撑，办学网络立体覆盖全国城乡，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重， 

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是一所没有围墙的新型大学。国家开放 

大学 2012年 7月 31日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揭牌成立。国家开 

放大学的组建成立，标志着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开始全面建设开放大学。开放大学的建设是一个过程， 

需要多方面支撑。从政治高度看，群众路线为开放大学建设 

提供方向保证、力量源泉和领导方法，是建设开放大学的重 

要保障。 
一

、 群众路线是开放大学建设的方向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个是 

生产力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中国共产党在 90多年的历 

程 中形成了很多宝贵的传统和作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群 

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是 

我们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党的十八大修正后的党章中指 

出：“党在 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 

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 

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 

“两个一切”，“～来一去”。可以说，这个表述是迄今为止我 

们党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的最准确、最完整、最规范、最权 

威的表述。当前，党的群众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群众工作 

的环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力量 

的源泉，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不能丢，群众路线是办好人民满 

意的高等教育的重要保障。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过曲折历程，时至今日，对“大 

学是什么、大学干什么、大学怎么干”等基本问题尚需进一 

步理清，对高校发展究竟 “为了谁”和 “依靠谁”等关键问 

题需要进一步把握。在高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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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首先应该让广大干部特别是处级以上的管理干部真正地 

认知大学，准确把握大学的特征，对 “大学是什么、大学干 

什么、大学怎么干”这些基本的问题有十分理性和清醒的认 

识。在高校广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中大力强化全 

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意识，真正地树立起 “以学生为中心， 

以教师为主体”的思想观念，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 

必然选择，更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 

也是在开放大学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核心问 

题。 

办好开放大学，是政府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教育事业主动服务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搭建终身 

学习立交桥、满足广大群众学习需求的重大改革项 目，开放 

大学建设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全民素质的提高和学习型 

社会的形成。刘延东强调，“建设开放大学要坚持科学定位， 

突出办学特色，强调面向人人，实现校园教育向社会教育延 

伸，实行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重”。 在广播电视大学基 

础上建设现代开放大学，当前正面临着艰巨的建设任务。开 

放大学的建设发展，与整个开放大学系统的广大干部特别是 

党员领导干部的素质密切相连。建设什么样的各级开放大学 

领导班子，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开放大学党员干部队伍，将在 
一 定意义上决定能否实现开放大学的建设目标，能否办好人 

民满意的开放大学。新型的开放大学，与普通高校相比有相 

同点也有不同点，开放大学更注重以开放为基本特征，面向 

人人，没有围墙，超越时空，强调教育观念的开放、办学方 

式的开放、学习对象的开放、教育资源的开放等等。因此， 

在开放大学系统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 

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把学生的中心地位和教师的主体 

地位落到实处，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为民办学，是开放大学各级党组织应该牢牢把握的根本 

方向。建设中的开放大学，不仅需要同普通高校一样牢固树 

立“育人为本”等理念，同时需要为广大的各类在职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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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学习支持等服务，具有 j礼会联系更广泛和密切的特 

征。i。1代中 杰出的教育家郝克明先生认为“开放大学足最 

能够体现终身学习、开放、灵活、全纳、公平、 际化等先 

进理念的新n勺教育模式”。 此，在开放大学系统开展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足要t 学校的党员下部特别足处级以 

_}=的领导r部对照党的宗旨和 “为民、务实、清廉”的总体 

要求，认真金摆 一下 己在 I 作和生活中，存在哪些形式主 

义、 自僚土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前先要加强理论学习， 

广泛听取意见，认真对照检查，然后就是要着力解决所存在 

的问题，消除存开放大学建设管理和日常生活中与 “ 风” 

相关的各种行为，建立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根本 日的是使 

广大教职 f：满意、使， 大学生受益。只有坚决纠正 “叫风”， 

坚持践行群众路线，用优秀的入学文化来引领，用先进的办 

学理念来指 导，开放大学的建设发展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方 

向。 

二、群众路线是开放大学建设的力量源泉 

人学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当前我 的高等教育而对 

建设高等教育强旧f『勺重任，已经进入提高质量、内涌式发展 

的新阶段。1980年邓小平曾经批准的高校 生计划全 仪 

有 3O万， 剑 2012年全同共有普通和成人高校 2790所， 

在学总规模达到 3325 ，毛入学率达到 30％。2013年湖北 

省高考达到 200分就 可以 卜火学，有的省还要低，由此看来 

老百姓有大学 的问题 目前已经基本解决，卜好大学的问题 

日益突出。努力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努力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力发展现代远 

程教育，为学习 提供办便、灵活、个 化的学习条件，这 

些就是高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高校的领导]：部 

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摆 

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关系，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 

办好开放大学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的要求，标志着广播电视大学进入了发 

展的新时期。“办什么样的开放大学，怎样办好开放大学”， 

应该顺应经济礼会的发展和』一人学生的成才需要，到群众中 

去充分吸取智慧和力量。作为融合成人学历教育、各类继续 

教育、乃至高等职、J 教育于一体的开放大学，要克服发展中 

的困难，进一步提高办学实力和治校水平，就必须 持 “教 

育以育人为木，以学生为木；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 

体 ”的理念，认真贯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1：作 

路线和 作方法，依靠师生，凝聚师生，服务师生，充分调 

动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习近 同志讲过，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存高等学校，各 

类学生的向往、』’’大家长的期盼、教职员工的追求，就是学 

校各级领 导 r部的奋斗目标。校领导心中装着学生，这所大 

学就有希望；教师心中装着学生，这所大学才能办好。 

提 高办学水平必须依靠全体教职 I 科学办学、严谨办 

学、节俭办学。纵览世界高等教育史，一流大学不仅有体现 
一 流的 “硬”指标，比如一流的成果、一流的师资、一流的 

学科、培养出 一流的人才等等；更有⋯一流的 “软”实力，即 

民主的制度、科学的机制、学术的传统、开放的观念、包容 

的文化，等等。在现代人学的制度机制之中，民主管理处于 

基础地位，起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代会的作用，最大限度 

地发挥教职工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提高办学治校水平的重要 

基础。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 

们 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当今社会 f：甚至在校园里，有 

的人眼罩 有领导、老板、“能人”、“精英”，瞧／卜起群众， 

听不进群众意见。群众 出了问题，就容易脱离群众，失 

去力量的源泉。要顺利实现开放人学建设发展的目标，必须 

紧紧依靠全体教职工，发扬优 良传统，小断探索创新，改革 

体制机制，努力建设模范教职⋯L之家，努力构建 与学校事业 

发展相适应的民主管理平台。 

提高开放大学的办学治校水平，必须使学校的政治权 

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科学规范地运行。而向大众，面向 

行业，面向社区，面向农村，把优质教育资源送到 家 户 

是开放大学的责任。为此，学校各级党组织要发挥政治核心 

作用，认真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 

线，把改革创新党建工作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 

来，与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素质结合起来，与增强学校党组幺只 

先进性和纯洁性结合起来，与创建平安和谐校同结合起来。 

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而优秀人才凝聚到开放人学的 

事业中来，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学校各级党组织的 作， 

要着眼于一切为了师生，一切依靠师生，从师生中来，到师 

生中去，把党委的正确主张变为师生的自觉行动。学校各级 

党组织要通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树 

立群众观点，密切同广大师生的联系，把为民、务实、清廉 

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以作风 

建设新成效凝聚起推动学校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开放大学领导干部要自觉践行群众路线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作风建设体现着党的宗旨，展现着高校_的形象，关系着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年来，广播电视大学的领导干部综合素 

质在办学实践中不断提高，形成了很多好的作风，带领全体 

教职 _r推动学校事业不断发展，取得了可喜成效。同时，我 

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形势下学校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面临 

着艰巨任务，要清醒地看到有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一些突 

出的作风问题。面对高等教育}=}1过去主要注重规模扩张、领 

域扩大转到当今“着力提高教育质量，推动内涵式发展”的 

新阶段，面对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成人学历教育空间日渐 

狭窄的背景，开放大学的领导l丁部需要有更加坚定的理想信 

念，更加开阔的眼界思路，更加勇敢的担当精神，更加过硬 

的l丁作作风。 

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高校领导干部能 能 

锤炼良好的作风，关键在心中是否装着群众，装着师生。如 

果不能解决好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思想问题， 

就不会有过硬的作风。胡锦涛同志讲过，“只有我们把群众 

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 

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开放大学的领导干部应该以 

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新的起点，加强 自身党性修 

养，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五条标准严格要求 自 

己，更加积极努力地履行职责，更好地为广大师生服务。要 

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毕生的追求，用坚定 

的理想信念支撑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支撑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 “为 

民、务实、清廉”的总要求，始终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 

气和浩然正气，迎接新的挑战。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忠实地执行党 

的群众路线，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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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始终把群众呼声作为 

第一信号，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追求，经常把他们的难处与 

自己的工作职责结合起来思考，耐心细致地引导和解释师生 

提出的问题，为师生诚心诚意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要树立担当精神，勇于克难攻坚。责任意识、担当精神 

是我们党先进、优秀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对领导干部来讲， 

是--8~无私的政治品格、必备的履职能力和过硬的工作作 

风。敢于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贯穿 

于我们党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全过程 。作为开放大学的 

领导干部，要提高敢于担当的能力，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 

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提高抓班子带队伍的能力水平。要有 

敢于担当的胸怀，以公心看待个人得失，正确对待失误和挫 

折，相信群众、相信组织。要有敢于担当的底气，严格要求 

自己，任何时候都能肩膀硬、腰杆直，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 

政治本色，切实肩负起组织的信任、群众的期盼。要坚持查 

实情、讲真话，坚决与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工 

作中要勇于攻坚克难，善于解决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完善科学发展的思路和 

举措，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大学无官， 

大学姓学，学校领导的价值就是在为学生、学者、学术的服 

务中得以体现的。高校领导干部要 自觉克服“四风”，“四风” 

在高校决不是没有，只是表现形式与党政机关等领域有所不 

同。教学、学术是大学的基本活动，学校领导干部的作风对 

校风、学风影响很大，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对于开放大学强化学风、优化校风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强 

大的动力，应该把这项活动开展得扎实有效。 

要转变工作作风，做实群众工作。李瑞环同志曾经讲过： 

“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他 

还讲过：“领导的威信从哪里来?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 

压不出来，靠宣传吹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只能靠 

全心全意地、尽心竭力地、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事，才能逐 

步地树立起来。”这次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在党的群 

众路线的指引下，切实加强高校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 

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建设，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以 

优 良的党风正校风、促教风、带学风。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围绕学校发展大局经常深入到基层，坚持带头改进作 

风。要更加注重调查研究，更加注重科学决策，健全民主科 

学决策机制，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坚持带头实干兴校，做 

干事创业的表率，积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真抓实干，始终以 
一 种重任在肩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真抓实干、一抓 

到底、抓出成效。要大力发扬 “钉钉子”精神，对看准了的 

事抓住不放、锲而不舍。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出 

实招，求实效，切实把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解决 “四风”突 

出问题狠抓到底。要提倡学校领导干部沉下身子，主动与群 

众打成一片，直接到教学一线，科研一线，走进课堂，走进 

实验室，通过与教职工 “面对面”接触，“心贴心”交流， 

用好话感人、真情动人、以理服人而不强加于人，使他们了 

解开放大学的发展 目标和工作重点，拉近干群关系，用真心 

关心基层的教职工，用真情温暖基层的教职工；正确引导群 

众，耐心细致做好沟通工作，及时疏导化解矛盾，理顺群众 

思想情绪。如果学校各级领导干部都来做群众工作，始终把 

群众放在心上，开放大学建设就不怕没有力量，就不怕实现 

不了建设发展的目标。 

要坚持廉洁自律，带头弘扬正气。在大学校园里、在大 

学教师中，应该广泛追求这样一种价值导向：追求真理，授 

业解惑。追求真理，意味着真理大于权威，精神高于物质； 

意味着坚信科学，坚守耐性。授业解惑，是作为教师，要给 

学生传授学业，解除疑难。历朝历代，引领社会文明发展的， 

都是一些优秀分子。转型发展中的开放大学应该不断培育好 

的传统、好的文化，不断弘扬好的精神、好的作风。学校的 

干部不要把过多的时间花在酒桌上，花在迎来送往上，不要 

把社会上的有些做法拿到课堂来，搬到校园里，而要把追求 

知识、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习惯，作为享受的过程，作为教 

育工作者的成就。学校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权力、金 

钱、名声，做执行纪律的表率。要从思想上筑起抵御腐朽思 

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增强拒腐防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在生 

活上严格要求 自己，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要 

带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抓好学校的反腐倡廉建 

设。要时刻遵守党的章程，模范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明 

明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经常做到自重、自省、自警、 

自励，做到防微杜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始终保持共产党 

人的政治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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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etion of the mass line with the Open Universit 

FU Li—min 

【Abstract】Party’S mass line confor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orld outlook and 

methodology,with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is the lifeblood of our party and the basic line of 

work．Open University building is a process that requires a multifaceted support．From the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e mass line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direction for the Open University guaranteed source of s~ength and 

leadership methods，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ll open university．At the Open University system 

carry out the Party’S mass line educational practice，conscientiously implement the Party’S mass line，and further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the center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letter,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Key words1 the mass line；Open University；construction；prot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