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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问题，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
本原则问题。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包含很
多环节，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学风建设，它
事关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的兴衰成败， 是马克思主义学
习型政党、 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基
石。

学风问题务必高度重视

学风是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 、学
习与运用、言与行关系的态度和风气，是
党风、政风和作风的重要体现。

1、学风是政党成败之本。 重视学风
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在党9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 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表明，学风端正，党的理论建
设就得到加强， 党的各项事业就兴旺发
达； 学风不正， 党的理论建设就受到削
弱， 党的各项事业就遭受损失。 延安时
期， 毛泽东同志就把整顿学风和文风作
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为抗战胜利、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的探索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
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
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大
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 重新确立了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邓
小平理论，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
志指出：“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 是关
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
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
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 ，“勤奋好
学、学以致用”就居首位。 特别是党的十
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要大力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把建设马克思主义
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抓紧抓好。

2、学风是国家兴衰之源。 纵观世界
历史， 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学风也往
往影响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以色列
是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 犹太人是世
界上最喜欢学习、善于学习的民族之一，
据统计， 以色列国民平均每人每年要读
68本书。 正是因为勤于学习、善于学习，
犹太民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
之一， 以色列因此发展成为当今中东地
区最强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从
以色列等国家的发展中， 我们不难感悟
学风在民族振兴、 国家富强中的重要作

用。
3、学风是个人成长之要。 学风问题

事关个人的素质能力、成败得失。 优良学
风助人成才成事， 不良学风误人误己误
事。 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首倡
者，他深谙理论联系实际的道理，懂得把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
合并灵活加以运用， 从而探索出了一条
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最终带领全
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也使自
己成为我们党的伟大领袖、 人民军队和
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

不良学风务必努力克服

应当肯定， 当前党员干部的学风主
流是好的， 能够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需要。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学风不正的
现象在少数地方少数党员干部身上仍然
存在，有的问题还很严重，主要表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1、不重视理论，经验主义比较吃香。
一方面，不重视理论、不注重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 轻视甚至忽视理论和理论学
习：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不管用
了，不愿学；有的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
勤学；有的装点门面，走走形式，不真学；
有的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不深学，等等。
另一方面， 不重视实际、 不能从实际出
发， 想问题办事情仅凭过去的经验或照
搬别人的经验 ，因循守旧 、抱残守缺 ：有
的把个人经验当成客观实际， 把主观想
象当成绝对真理， 在实际工作中跟着感
觉走 、凭着经验干 ；有的就事论事 ，被现
象牵着鼻子走，“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
身在“新”中不知新，身在“变”中不知变，
身在“险”中不知险，等等。 经验主义学风
是主观主义学风的突出表现， 它的存在
容易造成思想变质、决策失误、工作被动
等危害。

2、不结合实际，教条主义比较流行。
教条主义学风是指对待马列主义 “唯书
本论”，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
力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
实际的教条，其突出表现是食而不化，学
用脱节，只知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不懂
得把握其精神实质， 更谈不上把它运用
到具体实践中去。 教条主义学风危害极
大， 不但会严重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
力，阻碍科学理论的创新进步，而且会束
缚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 危及到

我们的整个事业。
3、不尊重群众，官僚主义比较顽固。

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
当老爷的领导作风。 官僚主义在学风上
的主要表现为：高高在上，自己不学要求
别人学；脱离群众，不愿向广大人民群众
学；稍有所学、稍有所获 ，就自认为是理
论权威 ，急于炫耀 ，不再深学；在研究问
题、制定政策时 ，放不下架子 ，不肯向专
家请教，不肯向基层的同志请教，甚至容
不得不同声音，等等。 官僚主义学风的存
在是特权观念残留、名利思想作祟、责任
意识淡薄的表现， 背离了我党 “实事求
是” 的思想路线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

4、不注重效果，形式主义比较盛行。
形式主义者把形式和内容机械地割裂开
来，脱离实际内容，着力夸大事物的表现
形式。 在学习中，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
有的做做样子 ，属交差应付的“任务式”
学习 ，有的囫囵吞枣 、一目十行 ，属食而
不化的“扫描式”学习；有的心浮气躁、浅
尝辄止，属不求甚解的“表面式”学习；有
的只看重学历、 追求文凭， 不重实际收
获，属装点门面的“包装式”学习 ，等等 。
形式主义学风的蔓延， 势必助长干部在
学习上的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影响其品
质锤炼、 知识积累和能力提升， 长此以
往，必然贻误自身，贻误工作，贻误事业。

优良学风务必大力弘扬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以对
党 、对人民 、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 ，从
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兴旺、发展党的
事业的实际需要出发， 大力弘扬马克思
主义优良学风，认真向书本学习、努力向
实践学习、虚心向群众学习，扎实有效推
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1、 坚持理论武装 。 理论是旗帜 、
是方向， 解决的是世界观、 方法论等根
本性的问题。 对党员干部而言， 思想境
界的高低、 工作能力的强弱， 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理论素养和理论水平。 只有掌
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 才能坚定理
想信念、 增强理性思维， 提高运用理论
观察、 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才能从
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中抓住事物的本
质、 在纷繁复杂的实际工作中找准问题
的关键。 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
义理论， 将其作为科学真理来追求、 作

为政治信仰来确立、 作为行为准则来遵
循， 始终做到政治信仰不变、 精神支柱
不倒。

2、恪守群众立场。 贯彻党的群众路
线，是党的优良学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
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强为人民服务的
本领；而增强这样的本领，首先要站在群
众的立场想问题、看问题、解决问题。 要
把学习与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实际需
要结合起来， 与了解和解决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
来。 要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切了解群众愿
望， 真情关心群众疾苦， 把广大群众当
“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之
事当“家事”，把群众工作当“家业”，在为
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服务的实践中增强学
习的动力和活力， 提升学习的针对性与
实效性。

3、善于总结经验。 善于总结经验，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学风。 毛泽东同志
曾说，我一辈子就是吃总结经验的饭。 一
个人如果不善于总结， 在人生的道路上
就不可能披荆斩棘、 顺利向前； 一个民
族、一个政党如果不善于总结，理论创新
成果、重大决策举措就不可能应时而生、
与时俱进。 善于总结，就要把实践中零散
的东西系统化，把感性的东西理性化，历
史的东西现实化，外面的东西本土化，外
国的东西中国化， 从中发现带规律性的
东西，用以指导新的实践。

4、 做到学以致用 。 学习的目的全
在于运用。 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实践能
力、 工作成效， 其价值将大打折扣。 知
识的转化运用， 要紧密结合工作和思想
实际， 找准知识与实践的结合点， 把书
本知识转化为观察问题、 思考问题、 处
理问题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转化为坚
定的理想信念、 良好的精神状态， 转化
为谋划科学发展的思路、 促进科学发展
的措施、 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不断增
强工作的原则性、 系统性、 预见性和创
造性。 要坚持用问题牵引学习， 用学习
解决问题， 把理论学习研究与解决实际
问题结合起来， 把学习的收获运用到改
造客观世界中去，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
社会和谐， 在实践中实现学习与运用互
促并进、 同步提升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省委副书记、省委建设学习
型党组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本文原载
《光明日报》）

以优良学风
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

梅克保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快乐长沙，快乐你我他
只有每一个市民都快乐了，这座城市才是真正的快乐之城

罗真如
国庆节前夕，2012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暨中国长沙环

湘江国际自行车邀请赛在美丽的湘江边鸣锣收兵。 这场比赛
以“快乐长沙，骑乐无穷”为主题，旨在加速长沙旅游产业发
展，打造“快乐长沙”的城市形象，推动长沙建设成世界旅游
目的地。

长沙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相信1000个人也许会有1000种
不同的答案，不管是居住于斯的永久居民，还是到此一游的
匆匆过客，给出的答案肯定都与快乐有关。 长沙一定不是中
国最富裕的城市，但一定是中国最快活的城市之一，在这里
充满着世俗的快乐。

快乐的长沙，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亮色。 喜欢也好，
不喜欢也罢，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找
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沙去年终于以省
会和副省级城市第一的骄人佳绩跻身全国文明城市的行列，
更增添了这座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 如今的长沙，正吹响打
造国际文化名城和世界旅游目的地的号角。

快乐在哪里？ 快乐是什么？ 答案看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
看这个地方的“三民”就知道。民生看市民的衣食住行，民权看区
域内的民主与法治、公平与公正，民享看生活于斯的人们是否
真的身心愉悦。 长沙曾连续三年入选“中国十大最具幸福感城
市”，作为一个区位条件不占优的中部城市，获得这样的美誉殊
为不易！虽然人们对“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见仁见智，但对如
今的长沙人而言，越来越快乐是不争的事实。

快乐，是普通家庭窗口飘出的菜香，是城市公园里、市民
广场中、小区空地上男女老少其乐融融的吹拉弹唱舞。 快乐
是城市管理者的慷慨激昂，也是市民的全力支持；快乐是参
赛者的奋力拼搏，也是欣赏者的热情呐喊；快乐是表演者的
睿智演绎，也是观赏者的激情互动。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乐
之城，快乐你我他。

只有每一个市民都快乐了，这座城市才是真正的快乐之城。

� � � � (上接1版)
站在船闸上方高高的管线桥上， 看到两岸秀色倒映江心，

一江碧水奔流向海，千吨货轮鱼贯而行，省劳动模范、中交二航
局调度员王炎山激动得热泪盈眶：“能有机会承担这样的历史
使命，我们很自豪！”

为确保枢纽工程早日完工，确保建成后工程安全优质高效
运行，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数千名湘江综合枢纽的建
设者，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坚持质量第一、安全为本、科技创
新，全力以赴打造精品工程。

水电八局的“跳水运动员”陈小利，为了给围堰排险，在寒风刺
骨的冬天，一次次跳进齐腰深的水中；年过九旬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专家委员会专家谭靖夷，一次次顶着
烈日，冒着雪花，在泥泞的工地现场亲自踏勘，为工程设计施工的
优化出谋划策；为赶工期，中交二航局的工程师谢鹏，在阑尾炎手
术后的第二天，就包着伤口，奋战在施工一线……

3年建设，10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湘江长沙综合枢纽终
于迎来了一、二期工程胜利完工！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承载着东方莱茵河的希望与未来，寄托
着湖湘人民的夙愿与梦想，我们期待着工程全面建成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