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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政治社会学的观察与分析
∗

陶  庆

　　　　　　　　　　　　　　

摘 要: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当代政治现象。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

社会背景下，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试点工作为资料背景，抽取党代表这个试点工作中的基本

要素为研究样本，分析试点工作的经验与不足；分别从合法性、试点工作的实质、学理上存在的阻力

和潜在动力等方面探讨试点工作不足的原因；从党内民主建设的实际出发，思考进一步推进这项试点

工作的社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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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与党代表的常任制结合起来，形成了党代表大

会常任制——一个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发展的重大改革制度①。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指，每

次党的代表大会完成换届选举任务后，在党的委员会任期内每年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行使党的代表

大会的职权。这期间，党代表的资格继续有效，不再重新进行选举。也就是说，党的代表大会

像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代表的权利也同人大代表类似。党的代表会议由党的委员会

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听取和审议党的委员会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讨论决定党的重

大问题，对全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进行评议。对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我们党曾在八大党章中

作过规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坚持下来。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央有关部门又重新对实行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进行研究，并从80 年代末开始，先后在十几个市县区组织进行了党代表大会常

任制的试点②。

马克思、列宁都主张年会制，年会制固然有利于实现党内民主，但是还有很大缺点；这种常

任制和年会制结合，能够有效地弥补这些缺点，所以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的创造发

明③。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十分重视和倡导党代表大会常任

制，有计划、有目的展开此项试点工作。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强调，“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

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④，此项试点工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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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7 期 陶  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政治社会学的观察与分析

作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的当代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本文试图把它放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社

会背景下进行社会学的学理分析，以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它形成的经验、存在的问题和

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动力。当然，鉴于社会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发现或重新发现“问题”的“答案”，

而只是将“问题”“暴露出来”①，本文力求摆脱个人情感色彩，努力揭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

点工作过程中的某些推动或阻挠这一趋势的力量因素。

一、基本做法

我党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具有相当大的研究和探索空间。在这一方面，由于各地领导

的心态不一，全党在这一方面的进程参差不齐。既有市、县市区、乡镇，也有大众企业、南宁

卫生局等企事业单位。其中省辖市较少、县市区居中，最多者为乡镇一级党组织。一般地说，有

三种类型：（1 ）浙江等沿海开放地区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先行发展再实行试点；（2 ）四川等内陆

省份开展试点工作与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同步进行；（3）咸宁市等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基层组

织迫于“人养不活”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主动开展了党委会、党委书记的民主选举、竞选职位的

试点。以上都对当前进一步搞好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

（一）第一种类型的基本做法

第一、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党员代表的素质，为发挥代表作用打下良好的基础。一是减少代表名

额，提高代表群体的参政议政能力，有利于代表参与党内外事务。代表名额一般都比原来减少了

20% 以上，有的试点市县区已将代表人数由300 名减少到200 名左右②。如，四川省适当减少代表

名额，调整代表结构，规定常任制代表的名额原则上要低于上届非常任制代表人数的20％③；绍兴

市2003年党代会代表人数比上年党代会减少了20％；椒江市2003年党代会代表人数比上次党代会减

少34％。同时，这两个市的代表群体在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和分布状况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

二是划小代表的选举单位。绍兴市党代会把市级机关和市直属单位划分为83个选举单位，椒江全市

共划分出104 个选举单位，每个选举单位一般只产生1 至2 名代表。这样，党员对代表候选人更为

熟悉，也有利于代表与选举单位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④。三是改进党代会的工作程序，让代表提

前参与党代会的有关活动。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提前数天以代表团为单位组织当选的代表开展活

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向代表通报党代会的主要议程；征求对党代会报告、“两委”候选人建

议名单的意见；提出履行代表职责的有关要求。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使代

表的权利和义务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党组织有时间从容地处理某些突发事件，及时做

好组织和协调工作，使党代会开得更加顺利⑤。

第二、确立党员代表在地方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绍兴市，这项制度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明确代表的任期与党委相同。赋予代表在党代会闭会期间的权利和职责，主要的职责是：收集

本选举单位党员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代表大会和市委反映；结合本单位实际，对党的建设、经

济和社会发展、群众的思想和生活等有关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党委和有关党组织提出工作建议和

批评；根据有关规定，对党委成员实行监督；党委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委托党员代表对有关问题

①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 页。

②   李志宏：《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基本做法》，《党建文汇》2003年4 月。

③    四川省委组织部：《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途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的调查与思考》，《求是》2003

年第11 期。

④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研究》， http://www.bjsupervision.gov.cn，2004-06-28。

⑤  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红旗文稿》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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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专项调查。为了便于党员代表开展活动，给每位代表颁发了《党员代表证》，并规定了代表

的活动方式。党员代表除了集中参加党内会议和市委组织的活动外，还可以在本选举单位内开展有

关活动①。二是划小代表团，为了使代表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加强对代表的管理和教育，

按区域和工作性质将代表划分为若干个代表团。代表团在大会期间的职责是组织讨论，形成提案，

酝酿人事问题等。平时各代表团根据需要可召开代表团会议，讨论党委提交讨论的问题；形成提交

党代表大会的提案；讨论本代表团所在区域和工作系统内的有关问题；提出工作建议②。

第三、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定期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过去，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发挥得不够

充分，一个重要原因是两次党代会之间的间隔比较长。党代表大会难以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适

时地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做出决策。椒江市直接试行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每年召

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委、市纪委本年度的工作报告，讨论决定本地经济、政治

和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及年度工作规划，讨论决定其他有关事宜等③。绍兴市由于考虑到省辖市的范

围比较大，从改革试点的角度出发，暂不实行年会制，但确定在两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再召开一

至两次党代表全体会议④。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扩大党内民主，健全党内监督，

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机制，增强党的活力，2003年台州市向浙江省委请示，要求扩大党

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省委同意台州市在全市范围内扩大这项试点，已经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

椒江区继续深化，另7 个县（市、区）在2003年换届时试行，而现正处于届中的台州市本级和路

桥区则到2005年换届时试行⑤。

第四、大胆把试点工作引向省辖市。2003年8月19日上午，广东省首个地级市党代表联络办公

室——中共惠州市委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挂牌⑥。这标志着惠州党代表常任制开始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市委向全市每个党代表发出了《实行常任制，全赖你参与》的信和《党代表意见建议卡》，市委

还依照有关政策法规，结合惠州的实际，在全国率先编辑了《党代表手册》一书，发给党代表学

习使用。

第五、大规模全方位在乡镇铺开试点工作。迄今为止，江苏省已有100多个乡镇推行党代会代

表常任制工作，其中，如皋市委下发了《关于试行党员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意见》，已在全市

23个乡镇全面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⑦；徐州睢宁县在2002年8月就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会议进行认真

研究，决定以全县16 个镇党委召开党代会进行换届选举为契机，全面试行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⑧；

宿迁市宿豫县乡镇试点工作在2002年 10月就已经全面铺开，等等⑨。

第六、探索非常任制党代表和常任制党代表共存的过渡办法。一是什邡市委按照《什邡市党代

表大会常任制试行办法》关于常任制代表名额应低于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人数10 —20% 的规定，

及时部署常任制代表确认工作，对全市81 个直属党委、总支、支部提出明确要求。被确认的对象

是市第十一届党代会正式代表和由于工作关系和代表结构需要，需重新选举增补的代表。代表初步

①   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红旗文稿》2003年第1期。

②      杨峰先等：《钓台镇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初探》，参见www.snqindu.gov.cn,2005-1-21。

③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研究》，http://www.bjsupervision.gov.cn，2004-6-28。

④  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红旗文稿》2003年第1期。

⑤   金波：《台州全面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浙江日报》2003年2 月21 日。

⑥   李美仪编：《中共惠州市委党代表联络办公室挂牌》，《南方日报》2003年8 月20 日。

⑦     刘鹏：《在全区镇党代会代表小组活动现场观摩会上的讲话》,http://www.gaogang.gov.cn/dj/ldjh/03jh/ldjh0626.htm，

2003年6 月6 日。

⑧   中共睢宁县委组织部课题组：《关于试行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的调查与思考》，徐州党建网2006 年5 月13 日。

⑨    张成龙、邹盛炜、彭家高：《宿豫乡镇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点全面展开》，http://www.sqdaily.com/20021028/ca18614.

htm，2002-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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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党联办：《什邡市党代表常任制试点工作的调查与思考》，http:// www.zzb.shifang.gov.cn/news，2003-12-24。

②    吴玉华：《完善乡镇党代会制度的探索——泗阳县试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制的调查与思考》，参见“宿迁之

窗”新闻网，http://www.sqdaily.com/20030901/ca37542.htm ，2003-09-04。

③    耿仁书：《山东乳山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 民营企业党员当选代表》，《中国青年报》2003年01月17日。

④    《我区正式启动党代会代表常任制工作：赵巷镇先行试点并通过试行办法》，参见http://www.shqp.gov.cn/gb/content，

2003-07-02。

⑤    王虹、王帆、张宏宇：《充分发挥常任制党代表作用的实践与思考》，参见红桥组工网，http://www.tjhqqzf.gov.cn:

8001。

⑥   闵捷：《四川大范围试行党代会常任制》，《中国青年报》2003年6 月2 日。

⑦    黄先民、王飞：《18市县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参见www.sconline.com.cn,2003-05-07。

人选向选举单位党组织提出自愿当市第十一届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代表的书面申请，并在党员代表会或

党员大会上对如何当好代表作出公开承诺，并接受党员或党员代表无记名信任度测评。同时，凡有

增选任务的党组织，都将按规定补选出常任制代表。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党代表体制①。二是

江苏省泗阳县在所属23个乡镇全面试行乡镇党代表大会常任代表制时，根据工作需要，补选部分党

代表。考虑到维持党代表队伍的相对稳定性，补选党代表的人数基本控制在党代表总数的1/3以内②。

第七、外企党员员工当选上常任制党代表。山东乳山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 20名民营外资企业

党员当选常任代表，外资企业的党员代表也是这次党代会的新成员。华隆（乳山）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芳友是本届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作为外商独资企业的常任党代表，他将不只参加这一次会

议，代表身份也不因这次会议的结束而结束，他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一样，任期5年③。另外，2003

年6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第十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青浦区

赵巷镇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试行办法》，这标志着上海市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点工作也正式启动④；

后来通过的《中共天津市红桥区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常任制试行意见》和《红桥区实行党代表常任制

实施方案》，表明天津市也正式启动了党代表常任制工作；并把落实党代表“审议权”，作为常任

制党代表的一项最重要的权利⑤。

（二）第二种类型的基本做法

第一、形成了不同地区、层次和水平相结合的试点模式。如四川2003年大范围试行党代表常任

制，初步积累了五种模式的经验，即市县乡三级联动型、县乡二级联动型、单一的县级常任型、

单一的乡镇级常任型和企业党代表常任型⑥。

第二、有重点、有突破地开展试点工作。四川在全省条件成熟的地方，逐步地有组织地推广雅

安市直选党代表的做法，并形成在更大范围内试点，重点在市县两级的大格局。其中，四川省委

组织部出台了《关于市、县（市、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行意见》。《意见》规定，党

代表大会可以每年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实际需要不定期举行，审议当地党委、纪委的年度工作报

告，在换届期间选举当地党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纪委委员，选举出席上一级党的代表大会或党员代

表会议的代表，听取上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事项的落实情况和代表提出的提案、意见和建议的办

理情况的说明，讨论确定当地党委认为需要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其他事项。实行常任制的党代会代

表可对本地的重要工作、重要项目和企业进行视察；代表10 人以上联名，可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

以提案的形式，或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质询的形式，对党员群众关注的问题和反映强烈的问题，

向当地党委以及辖区内各级党组织提出提案或质询；上级党委组织部门每年可组织代表对当地党委班

子及主要成员进行一次测评，当地党委也应组织代表对重要部门和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进行评议和测

评⑦。《意见》还规定了党代会常任制的组织保障：党代表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代表的工作受党的

纪律保护。在权利保障方面，《意见》规定，代表所提的提案、意见、建议由联络办转交给相

关单位或个人；所涉及到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6 个月内给予负责的答复。代表所议定、质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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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监督的事项，一经当地党委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推诿或拒绝，不得对

代表履行职权进行干扰，更不得打击报复①。

第三、省会城市开展试点工作。2003年9月， 一是长春市朝阳区正式通过《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度（试行）》，根据吉林省委及长春市委精神和长春市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

点工作方案》的要求，朝阳区的“试点”工作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目前，试点准备阶段已经完

成，开始了试点启动阶段，2003 年 12 月至2006 年底是试点深化阶段②。二是广西南宁城北区党代

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始于1998 年 10 月召开的第五次党代表大会。４年以来，城北区委通过

制定《党代会代表常任制试行条例》、《常任制代表意见、建议处理办法》、《党代会代表活动

暂行办法》来明确常任制代表的资格、权利、义务、职责，代表活动方式及日常管理。同时，

赋予党代表包括检查权、表决权、选举权、质询权、监督权、评议权等；组织常任制代表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听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12次；定期组织代表对党代会决议的落实情况和

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视察；每年组织代表对处级领导干部进行测评，对城区中

层干部的述职进行民主评议；代表每年向自己所在的党支部、选举单位的党员进行述职，报告自己

一年来参加代表活动的情况，今后履行代表义务、行使代表权利的打算等③。

第四、选择有一定民主意识和民主经验的地方试点。2003年下半年，湖北省荆门市选择了省“两

推一选”示范镇的杨集镇作为乡镇试点单位，试行了镇党委会讨论重大事项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的

办法；从 8 月份开始，进行以“海推直选”方式选举镇党委书记、镇长，“两推一选”村党支

部成员和直选村委会成员为主要内容的镇村两级班子换届选举工作④。

（三）第三种类型的基本做法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在党的领导方式改革探索实践中，直接民主选举乡镇党政领导班子（包括

党政正职）和党员竞选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副书记这种直选和竞选的经验，为现在开展的党代

表大会试点工作提供了第一手的经验性案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直选和竞选

乡镇党政领导班子这一创新做法，既不是上级领导部署的工作任务，也不是个别领导“秀”给他

人看的“政绩工程”，而是党员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迫于“人养不活”的生存压力，自发开展的

自觉自愿改革行动，并与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咸安区委推出了一

整套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 2003年元月，即在贺胜桥镇和横沟桥镇悄悄启动了党代表大会常任

制试点工作。“两票”推选，竞争择优，交叉任职，机构精减，“四大家”合成“一家”，

书记镇长一肩挑，党委、镇政府原14 个内设机构统一合并为4 个办公室，各乡镇确定干部职能32

—39 人，“七站八所”与政府脱钩。一番大刀阔斧下来，全区乡镇机关干部由过去的690 人精简

到433人，其中领导干部班子成员由205 人减少到108人，真正做到了减人、减事、减支。“海推

直选”，使乡镇领导的“座椅”第一次如此直接地与群众的选票联在一起，对老百姓来说，这是

一个质的飞跃⑤。的确，“这是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这场革命式的改革行动，为当前党代表大

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提供了难得的借鉴。

①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运行及走向研究》，《领导科学》2003 年21 期。

②     江山：《吉林长春一区首次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4562/2093340.html，

2003 年9 月17 日。

③   骆诚、朱燕：《中共南宁市委组织部:城北区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调查》，新桂网-广西日报，http://www.gxnews.

com.cn/staticpages/20030805/newgx3f2f8667-158401.html，2003年8月5日。

④  张仕洪、周志兵：《我省首位‘海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在京山产生》，《湖北日报》2002 年9月 5日；邓科：

《湖北杨集镇‘海推直选’书记镇长候选人始末》，《南方周末》2002 年 9月19 日。

⑤  《一石激起千层浪：咸安区乡镇体制改革综述》，《咸宁日报》2003年3月5日，参见中国政府创新网：http://www.

chinainnovations.org/read.asp?type01=6&type02=2&type03=2&articleid=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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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与不足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中，党代表起着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和灵魂作用。如果党代表

选不好，或者选准了但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则再好的领导制度、再好的领导体制都会走样变形、

形同虚设。这一方面，各地的实践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经验方面。一是党代表的任职资格。要求是本届党代表①，也可以另行重新选举新的常任

代表，规定“被确认的对象是市第十一届党代会正式代表和由于工作关系和代表结构需要，需重新

选举增补的代表”②。对常任制党代表的文化水平做出了明确规定，农村代表原则上应具备初中以

上文化水平，城区代表原则上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③。二是党代表的产生方式。适当减少代表

名额，一般都比原来减少了20% 以上；划小代表选举单位，每个选举单位一般只选1 至2 名代表，

便于党员对代表候选人的了解和监督；试行常任制后的代表全部由基层党组织差额选举产生，代表

差额比例达到40%，有的还超过了50%④。有的地方还采取了公开直选的方式产生党代表⑤。三是党

代表的法定权利、职责任务。制定《党代会常任制工作试行办法》、《党代表选举办法》和《党

员代表制度的实施细则》，规定代表在选举、审议、评议、监督、建议五个方面享有充分的权

利；在党代表日常行权方面均建立了相关运行机制：代表视察制度、代表提案质询制度、代表评

议制度、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代表学习培训制度、代表考核制度等；规定选举单位1/3 以上党代

表或党员可以联名提出罢免他们代表资格的要求⑥。规定党代表大会是全镇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

“党代表有权提出罢免案”⑦。

第二，不足方面。党代表的职责和权利模糊，党代表和党代表大会、党委会、常委会之间的

相互权力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权力的逆向运行行为仍存在。

一是党委会给党代表布置调研任务。有的地方规定，党代表受党代表大会和党委的委托，对有

关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形成调查报告，供党委决策参考⑧。这种规定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代

表、党代表大会的决策功能，反把党委会的决策功能放大了，把党代表和党代表大会的决策功能变

成了执行功能。所以建议改为，受党员群众或选举单位党组织的委托，党代表可以自行根据实际开

展调查研究，作为党代表履行职责的手段和内容，并接受党员群众和选举单位党组织的监督和验

收。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经党员群众或选举单位党组织的认可同意，可以另行接受区委、党

代表大会常任组织的委托，开展若干调查研究，并向委托单位负责报告。

二是党委委员“上对下”式地联系党代表。有的地方建立了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制度，要求每

位镇（街道）党委委员联系若干个党代表，每年至少谈心一次、家访一次，以加强对代表的指

导、协调和服务工作⑨。这也搞反了党代表大会与党委会之间的权力授受关系。党代表一旦常任，

就意味着党代表将发挥参政议政的政治作用，不是党委委员主动联系党代表，做党代表的政治工

作；而是党代表要主动联系党委委员，经常性开展谈心、调研工作，并要求党委委员经常性地向

党代表通报有关重大事项，以征得党代表的意见。因为，党代表联系党委委员，可以把广大党员

①  胡坚：《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与探索》，《红旗文稿》2003 年第1 期。

②  杨运发：《我市积极推进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什邡之窗》网站2003年8 月22 日。

③   雷世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途径》，《求是》2003年第6期。

④   李志宏：《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和基本做法》，《党建文汇》2003年4月第4期。

⑤   杨三军、林嵬：《‘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雅安试水，成效令人关注》，《半月谈》2003 年 9 月。

⑥   易颖：《椒江14 年：一场‘党内民主’的大胆试验》，《南方周末》 2003年1月23日。

⑦   《安徽预热党代表常任制》，《法律服务时报》2003年7月4日。

⑧    江山：《吉林长春一区首次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人民网2003年9月19日。

⑨   中共绍兴县委组织部：《积极探索镇级党代表常任制度》，《时代先锋》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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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和意见向党委委员反映，以促进党委委员对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把握，更好

地制定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政策。总之，党委委员是党代表选举出来的，党代表可以代表党员将执

政的权力交给党委会，也必须以适当必要的方式监督党委委员行使权力。至于党代表与党员群众、

与选举单位的党组织的关系，也可以类推加以确定，即党员群众或党员小组、支部、总支和党委

要经常性地与党代表保持工作联系，要求党代表如实汇报情况、研究工作，并要求他们负责地把党

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的建议和意见向党委会作出汇报，至少必须向党代表所联系的党委委员做通报并

备案在册。

三是试点工作成了上级布置的检查任务。有的地方出台的《关于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的意见》

规定，将把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情况作为对各镇党建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每年进行检查①。

看起来，这个规定是加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的有力举措，但从深层次来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

的结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部署的工作任务，而不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

深处的制度上的变革。这样的改革，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上级党组织的手中，而改革的“主力军”

——广大党员群众和基层干部却被动地跟着上级党组织的指挥棒转，其结果，必然不能达到党代表

大会常任制的应有效果。

四是党组织“规定”代表团团长人选。有的地方规定设立（而不是由党代表选举或者推荐）代

表团团长、副团长，召开会议时间、活动内容由代表团长、副团长协商确定，等等 ②。这些办

法和规定没有充分地体现民主选举和党内竞选的基本原理，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党内民主精神是不

相符合的。

五是有意回避弹劾和罢免的程序。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党内民主的“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

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③。除极少数地方外，很多地方的试点工作中，对

弹劾和罢免的程序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有的甚至是有意地回避。如某某县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

《某某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④，全文六个部分共30 个条目，找不到弹劾和罢

免的任何信息，诸如此类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办法”比例还相当大。党内民主建设的方

向，应该是建立一个保证全体党员在有关党的一切重大问题上有最终决策权的运行机制。这是党内

民主建设的依据，也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最终目标。在民主制度安排中，权力的授予者对权力接受者

的约束和监督的最具威慑的力量就是弹劾和罢免——既然权力的接受者即受托方没有充分反映权力的

授予者即委托方的意志和意愿，那么，委托方就有天然的权力收回先前基于错误信任而授予的权

力。然后，基于新的信任，以民主选举和党内竞选的方式，重新确立权力的受托方。因此，弹

劾和罢免是党员群众监督党代表、党委会、常委会，党代表监督党委会，党委会监督常委会的重

要手段和制度保障。

三、主要原因分析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的伟大探索，而且是社会转型和社会

变迁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互动的产物之一。因而，这项试点工作中的不足原因，不仅有党内

的因素，也有社会的因素。笔者尝试从合法性、试点工作的实质（利益再分配）、学理上存在的

阻力（“政治精英”）和潜在动力（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等几个方面作初步探讨。

第一，没有充分认识到这项试点工作的核心内容是执政党的合法性

①    《靖江试行镇党代表常任制》，沿海党建网http://www.yhdjw.gov.cn 2003-04-11。

②  《嵊泗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嵊泗党建”网http://www.ssdj.com.cn。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1页。

④  《嵊泗县第十次党代会常任制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嵊泗党建”网http://www.ssdj.com.cn。



112

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7 期 陶  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政治社会学的观察与分析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①，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维系“党的生命”的制度保障。以社会学

的学术理念考量这句多少有些感性成分的断语，不难发现，党的生命是执政合法性的比喻表达。难

以想象，一个缺乏执政合法性的执政党能够获得有效的政治生命。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有史

以来把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到应有的高度——尽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勋、现实力量和远大理想足以提

供可观的执政合法性，但是“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者都不会自动地使自己

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

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②。毋庸讳言，在党内，一些人“对‘合法性’这个用词感到疑惑”，

因为“难道我们堂堂这么一个执政党还非法吗？还要去争取什么合法性吗？”③这显然是对学理意义

上“合法性”概念的误解④，“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和法令，而是来自

由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社会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

和‘适当性’”⑤。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⑥。

所以，它强调的是一种“内心的同意”，即“心理认同”。联系到一个政党的合法性，不管这

个政党所追求的理想是多么崇高远大，首要的就是它必须以某种制度形式得到自己成员的“心理认

同”和“内心的同意”，如此才能动员党员接受并践行该政党倡导的远大理想。也即，任何一种

形态的政党都需要自己的合法性，执政党更是这样。在这一方面，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有着追求此合法性的光荣历史传统，最为显著的就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因为，常任制

下的党代表通过代表大会和其他方式的公开、自由讨论，最终达到“心理认同”和“内心的同

意”；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制度形式能够如此构成政党自身的合法性。由此可见，如果不以党的执政

合法性为核心内容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其结果只能是无源之水、难以为继，存在这样那样的问

题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没有充分认识到试点工作的实质是权力的再分配和权力授受关系的再调整

一是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社会关系的再调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新形势下党内民主的

完善和发展，也是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和党内各阶层社会关系的再调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

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太困难，每次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

遇到很多的障碍”⑦。不难发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扬党内民主，肯定会对地方党委和

党委领导成员的行为起到一定的约束、制约作用，地方党委有时也不愿意给自己套上个“紧箍

咒”。所以，各级党委领导对推行常任制的认识程度也就决定了改革的深度。实行常任制后，势

必会强化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内原有的三大会议制度的格局肯定会发生变化。原有党的领导程

序、工作制度等相应也要发生变化，基于原有制度所产生的利益格局也需要调整，势必会触动一些

人的利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还有少数人为了维护原有体制下过度集权的权力格局，打着加

强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旗号，有意无意地以各种借口阻拦党建改革，冠冕堂皇地维护自己

的既得利益。”⑧

二是任何形式的民主都是依据一定的民主理念对不同利益作出的制度性安排。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②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239 页。

③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④   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 期。

⑤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⑥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⑧  蔡霞：《我看‘党的先进性’》，《支部生活》2002 年第12 期；转自田冰：《对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思考》，

《红旗文稿》2003 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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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是各种利益关系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现。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可以充分利用“代议制”

的形式调整党内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利益，协调党内不同利益团体的利益。“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

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

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

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

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

不能叫做闹独立性。”①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就是要改变当前党内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特

别是集中在主要领导手中等不正常的现象和体制。这必然会面对有权的一方即所谓的“权力精英”

愿不愿意、以何种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稳妥地重新分配党内权利，改善当前的权力结构，

协调党内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等棘手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艰难性认识不到或估计不足，

就不可能真正搞好当前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

第三，没有充分认识到试点工作的主要阻力来自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先

进性显而易见。但是，“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②。这一庞大的先进群

体，并不是全部利益都整齐划一的。相反，由于各自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占有着不同质的

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使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不同利益群体。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以后，

根据各自所占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不同，可以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归十大社会阶层③。这十大社

会阶层均分布着广大的共产党员，即说明了共产党员的自身利益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是有区别的。而

且，研究者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列入十大社会阶层的第一位，也即这一阶层占有着最丰

富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政党的基本社会学规律”表明，“民主在经历了一种由优异分子统治

的政府形式之后，最终变成一种贵族统治。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道德上，领导应该被认为是一些

最能干、最成熟的一群。所以，他们有权力和责任将自己置于领导地位，不仅作为党的代表，而

且作为能够清楚认识自我价值的个人担任领导职务”④。因此，即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

执政条件下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权谋私、与民争利，最容易失去民心的是腐败堕落，以至产生所

谓“既得利益集团”⑤。所以，“作为改革，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一样，实质上也是利益的重

新分配和调整。中国民主政治的特点是由党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向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转变。对绝大多

数‘党内精英’来说，这意味着权力的削弱。即使绝大多数人能够主动意识到这种分权、让权

的必要性，也仍然有一个感情上是否接受的问题。因此，最现实的方法，就是为他们提供一个选

择：要么继续以老的方式行使权力，但可能带来的后果是，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持续下降；要么

放弃一部分权力，但这样会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只有在外部存在足够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选择

才成为现实。由此而论，体制外民主是构成这种压力的不可替代的力量”⑥。我们正在实行的党

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要害就在于分解一部分“政治精英”手中过于集中但又不为人民谋利

益的执政权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以党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其他的合法形式“召回”属于党员群

众、人民群众的权力。以有效防止出现“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⑦这样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 页。

②   关山：《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南风窗》2003 年1 月24 日。

③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④   [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 页。

⑤   郑必坚：《对十六大主题的几点体会》，《人民日报》第9版，2002年11月21日。

⑥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29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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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实际上的“寡头统治”局面。

第四，没有充分认识到试点工作的主要动力是广大党员群众

民主的动力从何而来？民主的推进，有可能削弱一部分“政治精英” 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讲，

很难从“政治精英”内部找到民主的动力。实践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

在具备足够的外部压力（“政治精英”之外）的条件下才有可能①。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党

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目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过分强调自上而下，

没有充分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没有充分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

神，群众变成了不知结局的“常任制”演员。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领导，干脆把试点工作全部包

揽下来，既不向人民群众、党员群众甚至一部分干部说明试点工作的理由、任务、程序、要求和

结果，也不把试点工作的权利和义务交给人员群众、党员群众；只把它当作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

作，既不向上报告有关情况，也不向本单位有关工作部门保持业务联系，把试点工作当成了少数人

联合攻关的严密的科学试验任务。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虽然很高，但苦于无法详细了解组织上的具

体意图是什么，只能是跟着党组织的指挥棒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基本上

处于服从、服务的配角地位。总之，不发动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群众、而只依靠少数人坐在办公

室里策划的这场改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实践。因为无论结果如何，党内民主的成份仍没

有增加多少。

四、培育和壮大试点工作的社会动力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的攻坚战，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革命，要害在于

根治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是家长制的“总病根”②，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群众和基层党

组织真实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因此，培育和壮大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主力军”和“同

盟军”，是搞好当前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的全部的动力源泉，也是检验

真假党内民主建设的试金石。

第一，积极开展党内宣传，尽可能地壮大改革“主力军”

一是党员享有的法定权利决定了党员是试点工作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党

章》制定了“党员的义务、权利”内容，第一次正式确立了党员的权利③，《中国共产党党员权

利保障条例（试行）》从党的法规的高度详细规定了党员权利：党员有权要求党的组织罢免或撤换

不称职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务；参加表决的党员有表示赞成、反对的权利，也可以弃权；每个正

式党员都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人有了解候选人情况、要求改变候选人、不选任何候选人和

另选他人的权利，等等④。可见，如果在唯一执政党党内不能做到人人平等，不能保证普通党员的

民主权利，党员不能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独立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对掌握权力的人独立行

使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党组织不能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那么，党内民主的所有内容都

是空的⑤。

二是必须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党内民主“启蒙”。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

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具有封建专制传统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

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

①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8页。

③   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1978-1996），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160页。

⑤   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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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存

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的机制和制度①。加之，在党执政的一个相当长的时

间内，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②。因此，要大力宣传党内民主思想，切实开展好对广大党员

群众的党内民主思想的教育、引导工作，把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的过程，当作党内民主思

想启蒙教育的过程。这是决定党内民主建设，更是决定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成败的关键所在。

第二，开展党外宣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改革的“同盟军”

一是政治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是社会与政

治相互作用的产物，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文化变迁对试点工作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和作用。这是党

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互促进、不可分离之辩证关系的体现。对于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发展所

形成的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执政党完全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政治发展资源和社会发展动力；

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展不仅具有促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功能，而且具有增强执政党与社会的密

切关系的功能。

二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必须取得群众的自觉与自愿。由于长期以来大多数人民群众、

党员群众习惯了旧有的权力模式，即使党内的“精英层”——领导阶层和学者阶层认识到这种危险

并主动要求进行一场革命式的“权力改革”，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也只能是孤军奋战。

因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③。党

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本身的实质就是“还权与民”，是对党内权力的再分配、对党内社会关系的再

调整，是建设党内民主的伟大试验，必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群众。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试点工作中，任何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

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

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④“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

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

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⑤

三是适度地发动和组织好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人民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党代表大会常任

制试点工作，能够把社会压力变成党的政治资源和社会支持力。相反，如果把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在

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之外，反而会激起不明真相的部分群众的不满和怀疑，人为地造成和加

剧了党群矛盾，即把支持力变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观望、不满和怀疑的人民群众的政

治参与就会很容易被放大，而且它与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也容易被激化。如果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

一批工作人员在那里忙碌开展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

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⑥。

第三，从思想上政治上确立以制度保障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行为观念

必须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从权力的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这

确是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不容乐观的严峻现实。

一是认清体制不合理、不健全是党内权力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人们在痛恨那些丑恶的腐败分子

的时候，也不能把全部的责任都一古脑儿地推卸到他们的头上。要知道，绝大部分的腐败分子之所

以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到万人景仰的领导干部岗位上，的确是曾经以自己的德与才，为人民群

众做过这样那样的贡献；不这样来看待腐败分子，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①   关山：《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南风窗》2003 年1 月24 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8、144页。

③ ④ ⑤ ⑥ 《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3、1096、1013、8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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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邓小平同志曾经为他们的下场作过最精辟、最准确，也是最客观、

最有人情味的注脚：“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

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

视。”因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

党和国家对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①。当然，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制度不好”，不是社会主

义制度不好，也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好，而是指我们的政治体制有不好的一面；所以后来他又

断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死路一条，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特别是现行的党的领导体制“不

好”的一面必须改革。制度问题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不保晚节，最后走上了背叛党和人民事业之

腐败死路的最根本原因。有人说，如果他们有坚定的立场，有坚强的党性，等等，他们就不会有

这个下场。这种分析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只靠一种理想和信念就能平安无事地治理天下，靠人们的

思想而不是刚性的体制和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对于极少数领袖层次的非凡人物是行得通的，

而对于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或者是一般党员干部，则绝对是不合实际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他

是一个社会的利益矛盾体，即使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员”也毫不例外。还是邓小平同志

说得好：“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

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

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②所以，人既然都有利益要求，

那么，如何防止拥有人民赋予权力的党员干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滥用职权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改进党

的领导体制，从制度这个层面对其权力进行有效的监控。其实，“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

至“家长制”这个“总病根”并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独有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就有

英明的政治家诊断出共产党执政体制的这一严重危害。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兼理论家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ourg）坦率指陈苏维埃政权在政治上存在着严重弊病甚至危险，并与列宁进行过多

次信函讨论：“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

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

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③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没有对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

进行政治统治进行过全面认证，也不可能要求他们去解决身后新出现的革命与建设等课题。但列宁

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实践中出现的这种政治权威异化现象表示出高度警惕：“我们

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因而有必要起来“保护全体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物质

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④今天，我们党的执政体制仍不够健全，党内

民主仍没有实质性的发展。这决不是简单依靠多设立一些监督和处罚机关，加大查处力度或者开展

一场接着一场的“学习”、“教育”、“培训”等活动就可以持久见效的。

二是全面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才能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我国当前面临的全部危机，在于“权

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甚至是“家长制”这一“总病根”，没有得到正本清源式的彻底的根

治。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

党的地方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⑤。“实现党内民主的方法，

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

《邓小平文选》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333、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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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nent Post in Party’s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Path of Political Sociology

Tao Qing
Abstract: The experiment of the permanent post in Party’s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is a complex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enomen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and institution transition, this article took the party’s representa-

tives as research cases and analyzed the experience and the shortage of the experiment. It discussed the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shortages of the experiment from various aspects. Moreover, it started from the facts of the democratic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CCP and discussed the social motivation that would push this experiment.

Key Words: Party’s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Permanent Post; Democracy Within CCP; Validity; Social Motivation

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①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因为党内民主就是要从党的

全部权力的源头上来确保不被任何人“污染”。在当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探索健全和完善党

内民主，从权力的源头上遏制腐败，并被实践证明唯一有效的、可行的、渐进式的好经验好办法。

因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就是要把本来属于广大党员群众的权力，原原本本地归还给党员群众

自己，让广大的党员群众重新认清自己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地位，通过民主选举、党内竞选等方

式，选出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利益、为自己谋利益的“政治代言人”，并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和机

制，随时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以防止一些腐败分子一有机会就可能“偷”走并滥用公共权力。

第四，正视和警惕党内民主的脆弱性

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党内“民主”革命，要发动广大党员群众

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挥民主、坚持依法办事的关系，防止出

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蒙昧状态，确有必要在党员群众和在基层党组织中，特别是在农村

的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中，开展好“启蒙”式的党内宣传，让广大的党员群众和基层党组织切

实认清建立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意义、方法、步骤、途径和目的，确保这场改革的健康顺利

进行。“如果认为选民不能对于迫切的政治问题形成合理的判断，那么，为什么应该认为他们能够

区分不同的领袖人物呢？人们根据什么认定选举的判断是正确的呢？如果选民能够评价相互竞争的领

袖人物，那么他们肯定就能够理解至关重要的问题。”②同样，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的唯一“选

民”——党员的“民主程度”和民主素质，会因为自身所处学习、成长和工作的环境不同而千差

万别；但是，贯通党内外民主政治的内在本质——每一个人的反思精神与反思能力，则构成“民

主程度”的灵魂。邓小平强调：“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

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

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上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

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

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③因此，在党员群众中兴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风

气，鼓励和支持他们勇做改革的思考者、探索者和创新者，就是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实践和探

索——从根本上说也是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中最为艰难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李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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