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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党员是党组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占党员队伍的大多数,他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的
形象。农村党员党性确实会影响群众对党的认知,影响党群关系,因而在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党员党性教育
十分重要。本文旨在对当前农村党员党性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强化党性教育的重要性,同时,就新
时期农村党员教育如何加强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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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怀疑,这对于党的队伍在新时代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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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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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面对新的挑战。

让党员能够认识到行为上的不当和思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

肩负着强化党组织、带领广大群众走向
致富道路的任务,正因为他们长期面对

1.2加强党性教育是保持党的先进
性的重要条件

想上的不足,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在
接受教育后找到不足,弥补不足,强化

群众,知群众疾苦,同时在群众心中他们

党员时刻代表着党组织,是重要的

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导向,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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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成 部 分,也是党的性质的直接体现

也使得党的整体得到强化,群众对党也

的体现,影响着群众对于基层党组织功

者。一个党员所展现的素质及行为,势

会更加认同。

能的认知和带领农村群众发展的功能的

必对党员队伍的整体建设和发展产生

2 新时期党性教育面临的挑战

发挥,因此新时期强化农村党员党性教

重要影响,也影响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

2.1农村党组织内部建设存在问题

育十分重要。

性。党性是党员三观的体现,科学的观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存在历史悠

1 加强党性教育的重要性

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需要党员

久、党员数量庞大的第一大党,要始终

1.1加强党性修养是实现历史使命

在党性教育下不断的熏陶、不断的锤炼,

保持先进性和活力,就需要不断地查找

进而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党性修养。只有

自身不足、补足不足,通过自我革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共产党

党员自身得到了进步、得到了强化,党

自我改进,来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近

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

员队伍才能更加健康的发展,党才会更

年来,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发展的主流是

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

加纯洁和先进。

好的,使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得到了充分

的要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当
代中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既有

1.3加强党性教育是强化群众对党
的认同的重要手段

的发挥,一批批党员同志的模范作用也
充分地体现,但是,农村党组织内部党

机遇也有挑战。国外敌对势力对于影响

农村党员是党和群众联系和沟通的

员党性观念淡化的现象仍为突出。由于

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行为一刻也没有

纽带,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群众、接触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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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部分党员虽花名册上体现,但

党员的学习积极性,形成党性教育可上

党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战无不胜,就

是长期未出现过活动现场、甚至不在本

可不上的心理,久而久之,党性教育也就

是因为坚定的信念和对实现共产主义

地的现象也存在。个别党员思想漂浮,

真正变成形式了。

的信仰的引领,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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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热衷于自家的经济建设,对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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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党性教育形式单一,内容高深缺

实惠的事关注的多,讲奉献、讲党性少,

针对农村党员层次不齐、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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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接受信息更新速度慢、思想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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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利于农村工作的开展,党的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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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期加强党员党性教育的

带领农民致富是主要的任务,因而工作
的重心也偏移,忽视对于党员的管理和
教育,认为对提升党员修养的工作不够
实际,真正为群众发展有利的是经济建
设。在此思想的影响下,在学习方式上只

对策
3.1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党员

尽量选择通俗易懂,农民感兴趣的,以此
充分发挥党性教育的作用。第三,丰富党
性教育的内容。针对农村党员知识缺乏
的现象,通过适当的增加与农民生活密

信仰
有人说,思想是一盏指明灯,它指

切相关的内容,如法律知识、生产技术等,

注重开展了,忽视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只

引着方向,思想有多远,人就行至多远。

安排村中的法律明白人、致富能手等熟

传达学习要求,不注重人员管理,形式主

中国共产党风风雨雨走过了99年,将人

悉的人员亲自讲解,不但能提升学习的

义之风比较严重,同时由于对于此项工

民从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实现

兴致,还使农村党员的知识体系在此过

作缺乏奖惩机制,导致参加学习的只有

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又带领了人民走

程中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农村党员党性

部分经常参加的,不到的因没有惩罚也

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特色

修养的提升。

就不参加,长此以往,严重的挫败了部分

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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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历史与当今世界变化、发展的方

等方式,将好的做法、好的经验进行广

在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和发展的历史

面来讲授、让亲历者讲述革命建设时期

泛宣传,通过有奖有惩、通过互学互鉴

进程中,始终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发生的事迹或感人的事迹、让农民参加

来达到肃清队伍,强化学习,推进党性

心和使命,在这一段历史中,承载着无数

演讲或讲故事比赛及看红色电影等方式

教育工作顺利开展。

革命先烈入党和革命的坚定信念,承载

来,既丰富了课程内容,也使他们易于接

总之,新时代党性教育不能只是为

着无数英雄烈士的革命意志,也承载着

受,通过学习来更好地认识历史、了解历

了完成任务而开展,要从根处,让农村

共产党人优良的传统和道德品质。虽然

史,坚定他们跟党走的信心,提升农村党

党员干部自觉的接受并从自身开始进

时代在变,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所肩

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行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善于

负的责任也不同,但是历史所传承的优

3.3完善奖惩制度

自我革命、自我革新的党,正是因为这

良传统在当今依然适用,有很多的闪光

党性教育工作是与时俱进的,这也

样,才能使党永葆青春活力、时刻体现

点。如果,党员不熟悉党的历史,就不能

要求各级党组织保持动态发展的思想,

着先进性,对于党员干部队伍来说,更

更加亲近党组织,也缺少对于党组织的

对于每个阶段完成的学习和工作来说,

需要以这种精神,肩负起更多的责任,

忠诚度和认同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

要端正态度,要做到有落实、有检查、有

不断的在党性教育中得到精神的洗涤,

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回顾党的历史,

奖惩,建立健全的奖罚制度。对于常态化

在党性实践中得到锻炼,从而使党的队

学习党度过的艰难时刻,学习革命前辈

参加且表现教好的党员,特别是在党性

伍不断纯洁,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地增

传下的优良传统,使党员能够提高意识,

教育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人,通过表

强。

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不

彰先进、树立典型等形式,给予恰当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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