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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澡 治治病 
— —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认识 

王 俊 

(新疆职业大学 党委(校长)办公室，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3) 

摘 要：通过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提 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l2字总要求进行深入剖析 ，提出只有用 

严格的尺子衡量自己，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无私无畏的勇气对照、检 查、改进、提高自己；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才能取 

得师生员工的信任，也才能树立干部的威信，才能真正地让教育实践活动见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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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帮助解决自身问 

题，是 90多年来我们党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一种 

特有的政治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党的历史就 

是一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历史。这次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文践活动，是对以往开展集中教育实 

践活动成功经验的坚持和运用 ，是对党的优良传统 

的继承和弘扬，是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增强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深刻认识开展这次教育实 

践活动的重要意义，正确把握和贯彻落实“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对于扎实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至关重要。这一总要求，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通俗鲜明、符合实际，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 

和指导性。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就要把总要求贯穿 

始终 ，首先是要深刻理解、全面把握“照镜子 、正衣 

冠 、洗洗澡、治治病”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 
一

、照镜子 

照镜子，就是要以党章为镜，对照我们党的纪 

律、群众的期盼、先进的典型，对照党中央、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和学校党委关于改进作风的要求，在 

宗旨意识、_T作作风、廉沽 自律上查摆问题、找{f{差 

距 、明确方向。 

镜子是个标杆，是参照系。我们每位党员、每位 

干部都要主动、自觉、认真地照镜子，看看自己究竟 

思想正不正、能力够不够、作风强不强、工作实不实、 

清廉清不清，主动地查找差距，真正明确方向。照镜 

子，要有正确的态度。要敢于正视，瞪大眼睛往深处 

照、往细处照、往实处照，这样才能聚焦细节、照ilI问 

题，才能比较对照、明确差距，才能修身正己、警钟长 

鸣。 

照镜子，应注意克服一些不良的倾向。我们有些 

人懒得照镜子，习惯于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些人 

忌讳照镜子，粉饰太平，明知有错也不愿改；有些人 

害怕照镜子 ，怕看到自己的不足，怕面对与时俱进的 

现实；有些人习惯于“化妆”之后照镜子，照不到“真 

容”；有些人特别喜欢拿镜子照别人，认为自己完美 

得不得了，别人都是丑八怪。诸如此类的照法，对于 

党员、对于干部解决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起不到任 

何作用，只会让不足越来越多、问题越积越重 ，在错 

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黑，最后使自己深陷泥 

潭难以自拔。 

照镜子，一是要以党章和党纪国法、校规校纪为 

镜。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和行为规范，是我们每位党 

员、每位十部言行举止的标准和尺度。在教育实践活 

动中，我们每位党员、每位干部要以党章为镜，查不 

足、找差距；要以党纪国法、校规校纪为镜，对照检查 

自己在践行党的宗旨、遵守党纪国法和校规校纪、贯 

彻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差距，特别是在确保政治 

坚强、反对“四风”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做模范的 

党员、优秀的干部。二是要以师生期盼为镜。必须深 

入教学管理和学生服务一线、深入学校工作实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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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师生员工中开展调查研究，深刻把握师生的所思 

所想所盼，对照检查自己在把握民情、反映民意、聚 

集民智、解决民生问题上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明确改 

进作风的方向。三是要以先进典型为镜。在我们党 

9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先进典 

型，我们身边也不乏这样的同志，他们理想信念坚 

定、政治坚强，在改革发展建设进程中冲锋陷阵、积 

极奉献，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我们 

每位党员、每位干部都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自觉 

向他们看齐，看看自己差距在哪里、努力方向在哪 

里，切实改进，坚守共产党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四是 

要以党的历史为镜，认真学习我们党的历史，开展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专题学习讨论， 

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事业观。通过照这些镜子，使我们能重新认 

识奋斗的目标和行为的规矩，看到自己存在什么问 

题，还有什么差距，从而实现工作上守法合矩、生活 

上检点自重、学习上不断上进。 

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只有按照中央的 

要求自觉照镜子、经常照镜子、正确照镜子，才能真 

正发现自身的不足、缺点和差距，才能做到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保持和弘扬优良的工作作风，进一步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二、正衣冠 

正衣冠，主要是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 

正视自身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 

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 

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 

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 

好形象。 

“正衣冠”意味着人人 自律，是一种防微杜渐的 

警惕、小恶不为的审慎、严守纪律的敬畏、坚持党性 

的觉悟。在我们这样的学校，严重的当官耍威风、贪 

污腐败不会J叶j现 ，对大多数党员和干部而言，“衣冠 

不正”往往是一种“打擦边球”的态度、服从“潜规则” 

的习惯 ：朋党比周、任人唯亲是“衣冠不正”，慵懒散 

奢、人浮于事是“衣冠不正”，不该管时滥用职权、该 

管时不谋其政是“衣冠不正”，在大节上是非不分、小 

利上锱铢必较是“衣冠不正”；信仰迷茫、精神迷失、 

无所用心、不于实事、不在状态，做一天和尚撞一天 

钟也是“衣冠不正”。这些都是与维护共产党人的良 

好形象、与推进新疆职业大学加快发展背道而驰、格 

格不入的。每位党员、每位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形 

象，应该是党性修养高、宗旨意识强、工作作风好，能 

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干好事、不出事，始终做到为 

民务实清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也不可能不犯错误， 

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面对思想、作 

风、行为上的种种问题，是勇于正视、敢于触及，还是 

视而不见、消极回避 ，考验着党性觉悟，也测试出自 

我纠正、净化的能力。正衣冠，就是要敢于正视自己 

的缺点和不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只有不漠视、不 

回避、不推卸、不淡化，做到敢于正视、敢于纠正、敢 

于担当，才能真正正衣冠。当前，新疆职业大学一些 

党员、个别干部存在的“衣冠不整”，主要表现在学习 

上还不 自觉、政治上还不坚强、思想上还不解放、工 

作上还不到位、作风上还不优良。这五个方面违背我 

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当前师生意见较大、反映较多 

的问题 ，也是有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 

影响了共产党人在师生中的良好形象。正因为如此，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是要聚焦到作风建设 

上，集中解决政治强不强、作风好不好、状态佳不佳 

问题。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每位党员、每 

位干部都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从自己做起、从现在 

改起，“吾日三省吾身”，针对“照镜子”发现的差距和 

问题 ，真正触及思想、荡涤心灵，以对党、对学校、对 

工作、对师生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强烈的自律意识，认 

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要提出改正 

缺点、解决问题的具体目标、方法和步骤，切实落实， 

扎实推进，保证取得实际的成效，真正做到取信于 

民。牢记只有时刻正衣冠，才能改正谬误、行止有度， 

维护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只有时刻正衣冠 ，才能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赢得各族师生的衷心拥护和全 

力支持。“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只 

有养成勤正衣冠的习惯，才能收到防微杜渐之效，才 

能有效避免“积羽沉舟，群轻折轴”。 

三、洗洗澡 

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 ，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 

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保 

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只有经常洗洗澡，我们每位党员、每位干部才能 

不断增强抵御政治微生物和作风灰尘侵蚀的能力。 

怎样洗澡呢?关键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毛泽东同志对此曾有过非常生动的论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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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认真地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 

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 

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 

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 

的工作 ，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 

东同志强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提倡“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这些论述生动地阐述了为什么要洗洗澡、如 

何洗洗澡的问题。 

贯彻洗洗澡的要求，我们每位党员、每位干部就 

要认真开展自我批评，诚恳接受他人批评，同各种不 

良风气作斗争。在自我批评时应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不护短、不遮掩、不怕丑、不怕痛；相互批评时要 

坚持原则，勇于打破情面，敢于指出问题，真诚帮助 

提高，努力做到思想上共振、感情上共鸣、行动上共 

进。要召开高质量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开展 

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 

互相帮，深挖存在不足和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要 

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倡导同志间真诚平 

等地批评帮助，推心置腹地分析问题背后的思想根 

源。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要实事求是、出于公 

心、与人为善，不文过饰非、好人主义，不搞无原则的 

纷争。当然，肯定会有个别党员和干部对自己思想和 

行为上的灰尘总想掩饰 ，不愿意“洗澡”。对这样的 

人，同志们、组织上要帮助他们“洗洗澡”。 

要实现常洗常干净，巩固自我净化的成果，最终 

还要靠制度。通过制定新制度、完善已有的制度、废 

止不适用的制度来提高制度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同 

时，制度一经形成印发 ，就要严格遵守执行 ，绝不允 

许做变通、搞例外。让制度充分发挥硬约束、管长远 

的作用，就能使排查作风之弊、扫除行为之垢的工作 

不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不因教育实践活动的完成 

而终止。 

四、治治病 

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 

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 

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 

不正之风和突m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治治病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的归宿和落脚 

点，是决定整个教育实践活动最终效果的要害所在。 

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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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 

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 

在表皮发展到病人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禁 

微则易，救末者难”。如果宗旨意识不强，自律精神不 

足，防范措施不严，惩戒力度不大，自身的免疫力难 

免会下降，就抵御不住诱惑的侵蚀而在思想和行为 

上生出各种“病灶”。我们必须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 

有问题的党员和干部找准“病症”，对症下药，切实体 

现从严治党的要求。当前，我校党员和干部存在的问 

题，一是在思想作风方面，主要是传统思维定势和观 

念作祟，求稳怕乱、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有的还盲目 

乐观、小成即满、不思进取，严重制约了解放思想、开 

拓创新，限制学校加快发展，使工作成绩平平淡淡、 

干部队伍死气沉沉，缺乏创造活力和做事激情；二是 

在学风方面，主要是视学习为负担，或奉行实用主 

义，不自觉将学习作为一项基本功去修炼，习惯于机 

械地照搬照抄、简单地套用别人模式，1 作低层次、 

浅水平，导致加快发展的能力匮乏、本领恐慌；三是 

在工作作风方面，主要是习惯于以文件落实文件、以 

会议落实会议，喜欢作表面文章，对推进工作没有一 

点实际价值，抓_T作虎头蛇尾，缺乏一以贯之，有目 

标、没结果，有安排、没检查，有措施 、没责任 ，有的还 

工作漂浮、浅尝辄止，办事拖拉、相互推诿，久拖不 

干、敷衍了事；四是在执行力方面，主要是甘于平庸、 

懒于思考，浑浑噩噩，T作没思路、没章法，缺乏长远 

计划和近期目标，对如何加快发展没有通盘考虑、不 

能系统思维、不主动研究和谋划工作，有的责任心淡 

漠、业务素质不高，要么“不作为”，要么“慢作为”，看 

似整天忙忙碌碌，事实上该管的没有管到位，不该管 

的管得过多过死，导致工作效能低，师生怨气多；五 

是在领导作风方面，主要是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还 

有不完善的地方，班子成员之间沟通、配合、协调需 

加强，有的领导有时还丁作方法简单粗暴 ，不讲究领 

导艺术，批评多、指责多，对师生的思想、精神状态关 

心不够，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导致教职员工的 

工作积极性不高。这些问题，轻则害人害己，重则误 

工误校，一定要有病早治、断绝根源，无病预防、防微 

杜渐。 

治治病，方法很重要，辨证论治、整体观念、因人 

施药、标本缓急等都是方法。治病的过程需要信任和 

配合。“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能讳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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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由“疾在腠理”发展为“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必 

须及早治疗，同时也告诉我们医生和患者之间互相 

信任和配合的重要性。扁鹊著名的“六不治”，对“骄 

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信巫不信医”的人，均建 

议要谨慎接手。我们“治治病”，要真诚地信任、配合 

师生员工和其他党员干部这些“医生”，相信群众、依 

靠师生，不仅增加治好病的概率，也是绝好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 

治治病，应以救人为目的。既着眼于“惩前”，对 

以往的过错加以纠正；更着眼于“毖后”，从普遍存在 

的问题人手，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在治本和形成 

长效机制上下功夫。对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要进行 

严肃地批评教育，对问题严重的依纪依规给予纪律 

处分和组织处理 ，对突出问题集中力量进行专项治 

理。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有问题的党员、干部找准 

“病症”、对症下药，切实体现从严治党的要求。当前， 

尤其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作风的八项、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十项、学校党委的十二项规 

定，以刮骨疗毒的气魄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力 

度，与存在的突出问题作斗争，进一步加强学校党的 

作风建设，在师生中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使新疆职 

业大学的党员和干部能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 

品格，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 

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 

民的人。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 

澡、治治病”这 12字的总要求，是一个有机整体，缺 
一 不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是教育实践活动的 

着力点；治治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只有找 

准了着力点、落脚点，教育实践活动才会更有实效、 

更受师生欢迎。要正确把握和贯彻好这个总要求 ，首 

先要从领导做起，不能上面有病、下面吃药，领导有 

病、群众吃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各级领导干部既 

是组织者、监督者，更是参与者。只有首先把自己摆 

进去，进行深刻地自我剖析，用严格的尺子衡量自 

己，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无私无畏的勇气对 

照、检查、改进、提高 自己，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 

着一级干，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才能取得师生员 

工的信任，也才能树立干部的威信，才能真正地让教 

育实践活动见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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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into the M ilTor to Reflect Tidiness，Taking a Bath tO Cure the Illness 

一 一 一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y S M ass Line Education Practice 

WANG Jun 

(Party Committee Office(Handmaster S office)，Xinjiang Vocational University．Urumqi．Xinjiang．830013) 

Abstract： I1II】m1J analysis of the 12一word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Lookmg into the Mirror to Reflect TidineB8 and Taking a Bath to Cure the 

Illness“of Party's Mass Line Education Practice，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point that only by strict ruler to lne~tsu／~ oneself,higher standards to 

require oneself,and selfless and fearless courage to mirror，examine，an d improve oneself,to play the leading role practically，Call We set the prestige 

ofthe cadres and see the practical results ofthe educatio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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