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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官僚主义表现形式多样但本质特征都是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破

坏党群关系，对党和国家事业危害巨大。毛泽东终其一生与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对官僚主义形成

了深刻全面的理论认识。其对于官僚主义的本质、危害、原因及防范对策都有深刻见解。在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时代，重新梳理和系统总结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有其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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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廉洁自律、勤政爱民，

既是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

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光荣传统和力量源泉。而官僚主义

破坏党群关系，与群众离心离德，一直是党竭力反对

的不良作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与官僚主

义进行了毕生斗争，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对官僚主义的

深刻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警惕党所面临的“四大危险”，坚持全面从

严治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

奢靡之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紧紧围绕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作风建设，不断厚植党执政

的群众基础；要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

权思想和特权现象。[1]以此为背景，系统研究和总结

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思想，从中获取有益指导，无疑

有着重要意义。 

一、反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建设的一件大事 

首先，官僚主义破坏党群关系，危害党的执政地

位及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

创造者，党所领导的事业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自己的

事业。脱离群众，党就会失去群众依托而丧失力量。

官僚主义者以领导自居，不去了解和关心群众的疾苦，

漠视群众利益诉求，必然引起群众不满。因此，官僚

主义最根本的危害就是破坏党群关系。毛泽东告诫指

出，“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

的贵族阶层”，否则，“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2](P34)

如果解决不好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巩

固”。[3](P547)
 

 

其次，官僚主义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阻碍党的

任务的实现。党的权威根源于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官

僚主义不仅无益于此，相反还会制造党群关系的裂痕，

损害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初，邮电部

某官员强迫群众给中央写致敬信，毛泽东批评指出，

“这就在人民面前把共产党表现得不像样子，大大损

害了共产党的威信。”[4](P266)而且，由于官僚主义者不

能倾听群众意见，不能践行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

合的原则，必然脱离实际，搞瞎指挥，阻碍党的任务

的实现，“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5](P902)
 

再次，官僚主义压制人才，妨碍创造性的发挥。

官僚主义者往往颐指气使，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好摆架

子、重资历，“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

造性的发挥。”[6](P378)毛泽东对那些骄傲自满、养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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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的官僚主义者极为不满，认为大量的人才和好同志

被官僚主义者“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7](P348) 
 

二、官僚主义形式多样但本质都是脱离群众 

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复杂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

脱离群众始终是各种官僚主义的本质特性。“其毛病的

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5](P934)具体来说，官

僚主义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是命令主义和特权现象。官僚主义者常好大喜

功，沉醉于名誉、地位和特权，惯于以简单粗暴的命

令方式处理问题。尤其在革命胜利后，功臣情绪和官

僚作风也随之在部分党员干部中潜滋暗长。有些人自

认为革命有功，因而萌生贪图享乐的观念，有些人手

握大权，开始瞧不起老百姓，变得官气十足。针对这

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4](P265)毛泽东亲自

领导发动了党政机关的“三反”运动，1957年又开展

全党整风，其中，反对官僚主义都是这些运动的一项

核心内容。他告诫党的干部，职务分工有不同，但不

论官职大小，都是人民中的一员，“决不许可摆架子。

一定要打掉官风”。[6](P355)
 1957年5月16日，他在一份

中央指示中，批判了当时对待党外人士时存在的官僚

作风和特权现象，要求把党员评级、提拔中的特权现

象，学校党员摆架子、不肯向非党员学习的现象，以

及不尊重和不信任党外人士，不正确地对其发号施令

等官僚主义倾向“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2](P157)
 

二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如影相随，

是官僚主义的常见形式。形式主义热衷于摆架势、做

样子，他们不究实情，不查实况，贪图虚名，不求实

效，习惯于文山会海，以会议代替落实，以口号代替

行动。1960 年，毛泽东将山东省委汇报的“五多五少”

官僚主义表现列入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党

引以为戒。“五多”是指会议多；文件、表报多；人们

蹲在机关多；事务多；一般号召多。与此对应，“五少”

则是联系群众少；经验总结少；认真调查研究少；学

习少；细致地组织工作少。[8](P367-368)“五多五少”既

是形式主义的生动写照，也是官僚主义的集中反映。

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克服形式主义这一顽疾。  

三是反人民的作风。1957 年 4 月，在为中央起草

的一份指示中，毛泽东警告党内部分人存在“反动的

反人民的思想作风”。他们以人民为敌，惯用打压方式

对待群众，而所谓群众路线，人民民主，“对于这些人

来说，只是骗人的空话。”[2](P135)
 

三、官僚主义的存在是社会历史、思想认识、

工作方法、体制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社会历史根源上看，官僚主义是“旧社

会遗留下来的污毒”，[9](P459)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反动作

风的残余的反映。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以及党领

导的人民政权在本质上同官僚主义是格格不入，甚至

根本不相容的。官僚主义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旧社会

的观念、作风、传统在作怪，尤其是封建专制的恶习

尚还深种于部分党员干部的头脑中，影响着他们的作

风，官僚主义则是这些旧社会残余的反映和表现。 

其次，从思想认识上看，官僚主义源于资产阶级

糖衣炮弹的侵蚀和革命胜利后部分干部的骄傲自满和

革命意志衰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很大，掌握权

力，做了许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产生了，官

僚主义就出来了。”[2](P103)在他看来，掌权后部分同志

居功自傲，在资产阶级腐朽观念侵蚀下贪恋特权、追

求享受，乃至腐化变质。因此，官僚主义“这个帐要

挂在资产阶级身上”。[10](P608)
 

再次，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上看，背离群众路

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产生官僚主义的直接原

因。一些领导干部不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不深入基

层检查工作，不接触群众了解民意诉求，而满足于坐

在机关发空头指示，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和决策脱离实

际，造成官僚主义的严重危害。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不

愿做立足群众实际的艰苦的个别指导，而是习惯于笼

统的一般号召，这就“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

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5](P900)
  

最后，从体制因素上看，“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

缺陷的存在”，[6](P215)也是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重要原

因。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

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8](P319)而

我国历史上则主要是统一的大帝国状态，“缺点之一是

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8](P320)新中国成立

之初，我们党政部门众多，机构庞杂，客观上也容易

导致官僚习气，人浮于事，因此必须“精简机关，下

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6](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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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克服官僚主义必须多管齐下、常抓不懈 

一要开展整党整风、加强思想领导。整风是中国

共产党整顿思想作风、纯洁党性、提升党性修养的重

要手段。毛泽东一生重视思想建党，对整风偏爱有加。

在他看来，“我们同死官僚主义分子的矛盾，仍然属于

人民内部矛盾”，[8](P502)因而也适用批评教育的整风方

法。可以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他反对一棍子

把人打死，要求通过群众监督，开展批评教育，破除

官僚作风。而且，必须常抓不懈，甚至“要每一年整

风一次”。[11](P109)
 

二要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注重工作方法。只有

植根于人民，党才有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紧紧依靠

群众，才能摒弃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群众路线的死

敌，只有靠群众路线才能彻底根除。毛泽东指出，“凡

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P899)

坚持群众路线，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坚定树立人民立场，不谋私利，一心

为民。其次，要具体落实到工作方法上，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立足群众实际，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

结合。 

三要坚持党内民主、反对个人专断的家长制作风。

坚持集体领导，是克服家长制作风，发扬党内民主的

重要保证。毛泽东强调，忽视党的领导的盲干和忽视

集体领导的单干“都不好”，[12](P205)集体领导原则任何

时候都“不能废除”。[12](P530)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既

民主又集中，以此保证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各方意见。

他还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均须健全党委制，防止个人

包办，从制度上保证集体领导。 

四要精简机构。庞杂的机构、无所事事的冗员，

再加上领导职务终身制，提供了官僚主义滋长的便利

和条件。陕北时期，毛泽东就曾肯定“精兵简政”是

个好办法，是改造官僚主义的“对症药”。1956 年，

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及“党与非党的关系”时，毛

泽东再次强调精简党政机构，主张在一不死人二不废

事的条件下“砍掉它三分之二”。[6](P36) 

五要加强检查监督、建立制度保障。1953 年 2 月，

毛泽东在与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领导要抓三

条，一是抓调查，二是抓指导，三是抓检查。“不调查

要犯主观主义，不指导不检查要犯官僚主义。”[12](P40)

为此，各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经常“派有威信

的负责人员下去检查工作”，[13](P56)及时发现并纠正官

僚主义行为。他还认识到要通过制度建设保障成效，

提出“建立各种制度，保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重

犯，或犯了也易克服”。[14](P95)
 

五、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的现实启示 

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思想，是基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对指导当时处在

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包围中的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反官

僚主义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至今仍有重要借鉴价值。 

第一，官僚主义背离党的性质和宗旨，必须零容

忍的态度坚决抵制。中国共产党既源自人民、依靠人

民，也代表人民、服务人民。自成立起，党就立足人

民，始终把自己植根于人民的沃土中。如毛泽东所说，

共产党一心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谋利益，“本身决无

私利可图”。[5](P809)官僚主义不管表现为何种形式，但

背离群众这一本质决定了一切官僚主义必然漠视和损

害人民利益，因而也必然损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毒瘤，必须向他们展开坚

决的斗争。 

第二，消除官僚主义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常抓不

懈。毛泽东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揭示，官僚主义

的存在是社会历史、思想认识、体制、工作方法等多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思想认识上的影响尤其

短时期内难以根除。一些党员干部在革命胜利后理想

信念迷失，革命意志衰退，以致享乐主义滋长、特权

观念蔓延。而改造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靠外力一蹴而

就，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我觉醒，这就注定了精神世

界的改造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事实也证明，即

使时至今日，我们党也还面临精神懈怠、能力不足、

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可见反官僚主义的

斗争绝非坦途，需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第三，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人的

公仆本色，是根除官僚主义的治本之策。作风问题本

质上是党性问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从根本上决定

了其思想作风。党性坚定，则作风必然优良。相反，

官僚主义则是理想信念动摇、党性不纯的表现。共产

党人的党性中，最根本的是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理

想信念是精神之钙，宗旨意识则是意志之魂。只有胸

怀理想，服务人民，才能永葆党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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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以服务人民

群众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始终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

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之源和初心所在。但官

僚主义者本末倒置，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主人，从根本

上违背党的性质宗旨。如毛泽东所言，党和政府的权

力来源于人民，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15](P243)必须坚定公仆意识，坚决

反对一切特权思想和脱离群众的行为。共产党人的一

切言行，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P1096)这个最

高标准，既是毛泽东人民情怀和公仆本色的集中反映，

也揭示了根除官僚主义的途径和方向。 

第四，坚定不移贯彻群众路线，是根除官僚主义

的关键之举。群众路线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

具体运用和体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体现在具

体的工作路线上就必须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

策，使党的方针政策立足于群众的实践，又回到群众

的实践中去检验。换言之，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

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才能保持党的旺盛

生机和活力。 

官僚主义的本质是脱离群众。防范和克服官僚主

义，首先必须从情感上敬民爱民，无论什么级别的干

部，都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2](P291)

主动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毛泽东曾以种子和土地

的关系比喻党群关系，要求党的干部每到一处，都要

同人民结合，“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6](P1162)其次

要从立场和态度上牢固确立人民立场，以人民的根本

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做到为民用权，为民谋利。最

后，还要从行为和实践上切实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

求，发扬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政治优势，以群众诉

求为风向标，民之所愿、政之所向，以解决问题的实

际成效造福于民。 

第五，矢志不渝发扬人民民主、领导和支持人民

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是根除官僚主义的全局之要。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党的领导的实质就

是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在与黄炎培关于历

史周期律的讨论中，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跳

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当人民的民主权利遭到破坏，

权力就会任性妄为，官僚主义也就容易露头。“只有让

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

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7](P610)因此，在党的领导下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并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用法律和

制度规范和巩固下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能有效防范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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