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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千字文》深入学习共产党党员义务
米胜信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河北三河 065201）

【摘 要】 《党章》对中国共产党员的义务做出了明确地说明，履行党员义务是对一名党员的基本要求。文章提出古代

经典文本《千字文》关于传统道德的思想对于深入学习共产党员义务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千字文》与《党章》关于党员

义务的相关条款进行了深入的比对研究，指出了两者对于履行党员义务的共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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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全体党

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

育方案》，同时要求各个地区的部门严格落实这一方案。该

活动是针对广大党员开展的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也是促进

党内教育由部分党员到大范围党员的延伸，同时也是由集中

性往普遍性发展的关键措施。活动的重点在于学习理论并进

行实践，只有深刻的理会了精神和意图，才能在实践中得到

充分的运用。《党章》关于党员义务的每条阐述都是精练无

冗余的，与《千字文》中的优秀文化和传统道德理念一脉相

承，将《千字文》与党章进行对比研究，更有益于党员对党

章的学习与理解。

一、党员义务与千字文基本介绍
“两学一做”是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的简称。学习党章是增强党员党性修养的有效方法 , 在学党

规党章中，做合格党员 先决的条件是履行党员的义务。《千

字文》为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重要文本，展现出情韵兼具的

韵文形式，在道德学习和思想教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党员的义务

义务就是个体对他人或社会应当做的事，是无条件执

行的，是以牺牲为前提的。而党员所承担义务是要求党员要

对党认真尽责，这也是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各项义务之间是

彼此联系的，有着非常严谨的逻辑性。第一个是关于学习的

义务，之后是实行路线的义务，要以党的一切为宗旨，遵循

国法党规，落实党的一切决策，保障党内部的团结一致，并

积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积极同群众沟通、保障群众的合

法利益，以及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义务。

党员的义务虽然只有八条 543 字，但是浓缩了做人的

基本道理和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基本要求，这

些道理和要求并不是空洞、虚幻和死板的，而是具备实实在

在的教育意义。

2、千字文

《千字文》是南朝时期的周兴嗣在梁武帝大同年间创作

的一首四言长诗，其诗句押韵精炼，字正腔圆，朗朗上口。《千

字文》涵盖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

《千字文》自梁代以来逐步取代《仓颉篇》《急就篇》等教材，

凭借着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在后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被视

为蒙学经典教材。不仅是启蒙和教育儿童的 佳读物，其中

的一些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较高的教

育指导意义，并且与党员应尽的义务不谋而合，具有很好的

传承作用。

二、党员的义务与千字文语句比对
在党员的义务中，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

第六条和第八条中的内容，在《千字文》某些语句中能得到

体现，下面就一一进行分析比对。

1、第一条比对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决

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努力

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党员义务第一条要求党员不仅要学习党的理论知识，

而且要学习与工作专业相关的业务知识，否则就难以在社会

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工

作领域和业务工作中充当业务骨干甚至领军人物，就要通过

刻苦学习，提高业务本领，取得大的成果和突破，这是一名

共产党员的 根本的义务。

“尺璧非宝、寸阴是竞”，这句话的意思是一尺长的碧

玉并不是很珍贵，但是一寸短的光阴有必要去追求，就是表

达了珍惜一切时光，努力刻苦学习的意思。

“耽读玩市，寓目囊箱”则是举了一个东汉学者王充的

例子，即使在繁华的闹事，眼中只有书囊和书箱，充分印证

了只有刻苦努力，才能有所作为，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

道理。作为一名党员，不管处于什么岗位，都要为单位的建

设和发展脚踏实地洒下辛勤劳动的汗水，或殚精竭虑奉献聪

明才智。

2、第二条比对

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

模范作用。

共产党是一个有着八千多万优秀者的群体，分散在社

会各个阶层和工作领域。共产党员作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

化知识的代表，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要敢为人先，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

“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字面意思为学习好了就能当官，

可以行使职权参加国政。其实从另一层面应理解为，只有在

各方面都具有优秀的素质，才能成为具备先锋模范作用的共

产党员，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3、第三条比对

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

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党和人民的利益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必须利益服从

集体利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利益而

斤斤计较，要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只所有党和国

家发展了，作为集体中的一份子，才能享受发展带来的成果。

“坚持雅操、好爵自縻”解释为始终坚持高雅的操守，

好运自会降临。用浅显的道理教育后人，多做贡献，不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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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付出，但是往往会有好的结果。

“笃出诚美，慎终宜令”则是告诫我们做事情要具有持

之以恒的精神，才能达到完美的结果。

4、第五条比对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

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

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

“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学的精髓，其中的“信”就是要

求对自己的说过的话负责任，要言行一致，而身为一名共产

党，只能忠诚于党组织，要做到言行一致，也是党员 基本

的素质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共产党员言行不一，说一

套做一套并且给党抹黑，是典型的两面派行为。

“恭维鞠养、岂敢毁伤”解释为珍惜父母传给的身体 ,

不能轻易让自己受伤，引申为诚敬的想着父母养育之恩，哪

里还敢诋毁父母。我们经常将党比喻为母亲，如歌曲《党啊，

亲爱的妈妈》和《唱支山歌给党听》中都有真挚的表达。党

不仅带给我们美好的生活，还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母亲一

样用真心给予我们无私的抚慰和爱护，我们怎敢有半点诋毁

党的意图。

5、第六条比对

切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

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的优秀品德，是加强党性

的重要手段和武器。共产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与长期坚持

的这一优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批评是对他人的指点，自

我批评是反省的手段，都是在抛弃个人恩怨和感情色彩的基

础上，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开展的，对党和党员的发展都有积

极的引导作用。

“省躬讥诫、宠增抗极”, 这句话的意思为若听闻他人

对自己的讽刺嘲笑，要及时的反省 ；而在得到丰厚的恩宠是

不要趾高气昂，要抵抗权尊，这正是表达要虚心接收别人批

评的道理。

同时“罔谈彼短、靡恃己长”又告诫我们，不要没有

根据的去指责别人的短处，这又与党中央近期“努力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活动中的有关要求不谋而合。

6、第八条比对

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

勇斗争，不怕牺牲。

作为共产党员，除了要在维护“公序良俗”方面发挥

作用， 主要的是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时，应义无反顾的体现

出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牺牲时间、牺牲金钱、牺牲名誉，

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这是共产党员应具备的高尚品德。

“孝当竭力、忠则尽命”, 解释为孝敬父母应当竭尽全力，

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但是忠于国家和信念，就要做好牺

牲生命的准备。共产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内心的真挚信念，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随时做好牺牲生命的准备。

三、结论
通过结合《千字文》，对党员的义务进行学习，不仅明

白了博古通今的道理，唯有了解过去并总结规律，才能更好

地把握现在和洞悉未来 , 而且对党员的义务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正所谓“荣业所基、籍甚无竟”，通过学习获得了扎实

的理论知识，为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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