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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是 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
观的理论创新袁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遥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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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冶 咱圆暂袁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

阶级性尧人民性和群众性袁努力发挥人民群众的主

校 党 员 干部 在 新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贯彻 群 众 路 线 袁要

体作用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遥

自觉 和文 化自 觉袁切 实 在 真 信 尧真 懂 尧真 用 和 真我

执政基础的现实需要

育遥

量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袁

努力 做到 野四个 自觉 冶院思 想 自 觉 尧理 论 自 觉 尧行动

上下功夫袁 弘扬党的优良作风袁 办好人民满意教

一尧强化群众观点袁进一步增强践行
群众路线的思想自觉袁切实在

渊二冤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
取得革命尧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袁最根
本的就是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袁 把人民群众
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袁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遥

野真信冶上下功夫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可辩驳地证明袁 党的根基在人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遥 对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认

民尧血脉在人民尧力量在人民遥 面对党情尧国情尧世情

识越深刻袁 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就会越发坚定遥

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袁面对实现野两个百年冶的奋

高校党员干部要从强化政治意识尧政权意识和阵地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野中国梦冶的新要求袁要

意识出发袁全面认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袁

努力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袁 始终将为崇高理想奋斗与

提高创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自觉性遥

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统一起来袁 依靠人民群众把我

渊一冤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人类社会思想发展史

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推向前进遥
渊三冤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上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

迫切需要

地说明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袁揭开了以往

努力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袁 是马克思主义

所谓野英雄人物社会中心说冶的伪装袁还原了人民群

群众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要求袁 集中

众创造历史和未来的现实袁实现了理论突破遥 其次袁

体现了教育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袁体现了教育为人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实现了实践创新遥 马克思主义群

民服务的崇高宗旨袁 反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众观扭转了以往哲学家将神圣精神的发展和实 现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教育的现实需要遥 近

作为社会发展的主体袁 认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

年来袁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快速发展遥 以高等教育为

遥 再者袁

例 袁圆园园圆耀圆园员圆 年 袁 高 等院 校在 校生 规模 从 员 远园园

思尧恩格斯认为院野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袁

量生源不断外流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员怨苑愿耀圆园员圆 年袁中

现什么东西袁关键在于实践先进思想的人

咱员暂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实现了利益中心的转折遥 马克
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遥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
绝大多数人的袁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

万增长到 猿 员远苑 万人袁跃居世界首位曰另一方面袁大

国总共送出了 圆远源援源苑 万留学生袁其中超过 怨园豫是自
费学习遥 今后若干年内袁 留学人数还将以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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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豫的速度递增 咱猿暂遥 可见袁当前群众对教育的期盼袁

路线袁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遥这是我们党对待人民

除了教育公平袁满足教育基本需求外袁更多的是提高

群众的基本立场袁 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遥 其

教育质量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要袁实现人的全面

中袁野一切为了群众冶 是目的袁野一切依靠群众冶 是手

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遥 对于教育系统的党员干部袁

段袁两者回答了野为了谁尧依靠谁冶的问题遥野从群众中

办人民满意教育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题中之义遥

来袁到群众中去冶袁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领导方法

二尧把握丰富内涵袁进一步增强

和工作方法袁正确揭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遥所谓

践行群众路线的理论自觉袁

野从群众中来冶就是通过调查研究袁把人民群众的意

切实在野真懂冶上下工夫

见建议尧愿望需求集中起来袁经过系统化的过程袁形

成指导实际工作的办法和措施遥 所谓野到群众中去冶
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

就是形成的工作办法措施再拿回群众中去袁 宣传贯

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创造性运用遥 回顾

彻执行袁结合反馈的意见及时修改和完善遥 可见袁群众

党的群众路线发展历程袁全面把握其深刻内涵袁具有

路线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

很强的现实意义遥

全部任务袁体现了问政于民尧问计于民尧问需于民的非

渊一冤科学认识党的群众路线的历史发展

凡襟度与政治智慧袁体现了造福于民尧造福社会的美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袁人类社会的全部物质财

好愿景与热切期盼袁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富和精神财富袁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遥 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袁没有明确提出群众路线的科
学概念遥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袁创造性地提出了野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尧野密切联系群众冶等理念袁成为
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遥 员怨圆怨

的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遥

三尧把握方法步骤袁进一步增强践行
群众路线的的行动自觉袁
切实在野真用冶上下工夫
践行群众路线不仅要改造主观世界袁 提升理论

年袁周恩来在叶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

素养袁更要改造客观世界袁指导实践袁推动工作遥在实

信曳中首次明确使用野群众路线冶的概念遥 员怨源缘 年袁党

际工作中袁高校领导干部要树立党的群众观点尧站稳

的七大全面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袁正式确立了党的

群众立场尧掌握群众工作方法袁努力提升办学质量袁

群众路线在党的工作中的地位遥 员怨缘远 年 怨 月袁党的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遥

八大文献中袁揭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含义袁党必须密

渊一冤在办学理念中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观点

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遥

办学理念是大学办学的内在规定袁 但它绝不是

党的群众路线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遥 员怨愿员 年 远 月袁

在大学内部自发形成的袁 而是撷粹于社会的交流活

中央作出的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动中袁在回应人民期盼中不断发展丰富遥高校办学既

议曳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袁进一步阐

要有高远的目标袁自由的精神曰更要有入世的执着袁

释了群众路线的内涵和重要性袁并在 员怨怨园 年作出了

落实的能力袁 主动回应人民期盼袁 着力体现社会价

野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冶遥 圆园园圆 年 员员

值遥实现办学理念的关键在于提高办学质量遥提高办

月袁党的十六大报告阐述了野三个代表冶重要思想袁其

学质量不仅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袁 也是办好

中之一就是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冶遥 十

人民满意教育的核心所在遥 高校要紧紧围绕建设人

七大以来袁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

力资源强国袁实现野中国梦冶的目标袁彰显办学特色袁

观袁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尧发展依靠人民尧发展成果由

追求内涵建设袁 找准并着力解决制约高校科学发展

人民共享袁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 咱源暂遥 圆园员圆

的突出问题袁推进人才培养尧科学研究尧社会服务和

年 员员 月袁党的十八大深化群众路线理论袁强调作风

文化传承创新协调发展遥要坚持开门办学遥办学成功

建设袁重视发展民生袁提出要大力开展以为民务实清

与否袁让师生评价尧同行评价尧社会评价袁在接受评判

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袁将群

中改革袁在改革发展中跨越遥

众路线推向了一个新高度遥
渊二冤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

渊二冤在办学实践中站稳群众立场
从教师层面来看袁高校要强化尊师重教的传统遥

党的群众路线可以概括为野一切为了群众袁一切

一是要充分发挥好教师在办学中的主体作用遥 积极

依靠群众冶尧野从群众中来袁到群众中去冶遥 野一切为了

营造关心教师尧热爱教师的良好氛围袁把以人为本的

群众袁一切依靠群众冶袁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

办学理念贯穿到教学尧科研尧管理等活动中去袁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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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诉求袁关心教师利益遥 二是要增强教职工的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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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提升自我修养袁进一步增强

聚力尧向心力遥 着力提升教职工待遇水平袁改善教职

践行群众路线的文化自觉袁

工生活尧工作尧医疗条件袁不断增强广大教师员工物

切实在野真我冶上下工夫

质上的满足感尧精神上的愉悦感和心理体验上的幸
福感袁让知识尧智慧尧思想充分涌流遥 从学生层面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袁 要培养高度的文化

看袁高校要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咱缘暂遥 一是要

自觉和文化自信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遥党的

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遥 充分尊重学生接受教育尧学

群众路线充满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尧 饱含着深刻的哲

习知识的主体地位袁关注学生个性发展尧全面发展尧

学思辩尧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

幸福发展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尧创新精神和实践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实现对群众路线的文化自觉袁至

能力遥二是要不断提高为学生服务的水平遥坚持校领

少有两个层面的内容遥 一是要实现从教育到自觉的

导随堂听课尧开展师生班级共建尧实施党政干部兼职

转变遥学习是一个不断内化的过程袁开展群众路线教

班主任制度袁定期深入学生宿舍尧食堂和教室袁贴近

育实践活动袁 最终目的是要内化为素养袁 外化为行

学生尧贴近生活尧贴近实际曰实施精细化管理袁优化软

动袁让践行群众路线成为高校党员干部的自觉行为遥

件服务水平袁提供网络尧热水尧空调等硬件设施袁确保

二是要实现从个体到集体的转变遥 高校党员干部要

学生安心学习尧快乐生活曰组织开展经济尧学习尧心理

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袁坚持道路自信尧理论自信尧制度

帮扶行动袁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体发展遥

自信袁自觉地影响他人袁引领社会袁创造未来袁以睿智

渊三冤在治校理政中始终坚持党的群众工作方法

的思想和高尚的行动形成顺民意尧解民忧尧惠民生尧

作为高校决策者袁要熟练掌握野从群众中来袁到

暖民心的浓郁氛围和良好风尚袁 将高校建成引领中

群众中去冶的群众工作方法遥首先袁要深入基层一线袁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高地和精神家

加强调查研究遥 毛主席说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遥

园遥

学校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尧出台重大文件都要广泛听
取师生意见袁全面进行评估袁使其更加符合校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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