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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章研究的深化与展望:
以十八大以来的学术成果为分析对象

肖金明　冯晓畅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章研究的多学科化趋势显现.党章的法学研究增多,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历

史研究和制度研究持续升温,实践研究进展明显,为建立健全党章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学

术基础,也为进一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学理支撑.同时,目前党章研究的学理化水平尚有不

足,基础研究相对薄弱,制度建设和实践发展的应用研究成果质量有待提高,党章的法学研究还需要加强.
进一步加强党章研究,需要多学科联动,拓宽党章研究视阈,深化党章基础理论研究,凝练党章研究范式,
致力于党章学学科建设,构建和完善党章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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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展现出其在各项事业上取得的辉煌

成就,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成就.加强党章研究,尤其是党章建设经验和发展规律的学理和

法理研究,无疑具有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者以党章为研究对象,不断

推出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深化党章基础研究和拓展应用研究产生了积极

影响.为了整体把握十八大以来党章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本文以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年CSSCI来源期刊及

核心期刊上的文献为分析对象,围绕党章的一般原理、历史发展、文本规范和动态实践四条主线,进行

系统地归纳与梳理,以期进一步推动多学科交流互动,拓宽党章研究视阈,凝练党章研究范式,深化党

章基础研究,不断提升党章研究学理化水平,推进党章学学科建设,逐步构建和完善党章知识体系、理
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一、党章的一般原理研究

一般原理问题是开展党章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党章的一般原理包括但不限于党章的基本概

念、性质特征、价值作用、范畴体系、基本原则和一般效力等.既有研究成果表明,学者们围绕党章的

性质、特征及其价值作用展开的探讨相对较多.与此同时,有部分学者在党章与宪法的相互关系中,
在党章之于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定位中,不断丰富和夯实党章研究的基础理论.

(一)关于党章的性质及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党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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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①.周叶中等认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的论断可谓一语中

的,因为党章凝结了全党的最高理性与整体意志,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居于最高效力位阶,在党的

建设中具有根本性指导地位和作用②.陈立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探寻党章的

性质,他认为党章具有阶级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③.与党章的性质相呼应,党章具有实践性和规范指

导性、高度科学性和鲜明阶级性、最高权威性和最大约束力、发展性和开放性等基本特征④.党章的

性质和特征共同决定了其在党的建设乃至治国理政中的功能定位.党章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

入的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学习贯彻好党章⑤.莫纪宏指出,
党章作为具有最高效力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根本法规.党章不仅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制定具有明确的“依据”作用,同时对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法规也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导作用⑥.
(二)党章与宪法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上,厘清党章与宪法的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依
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学界普遍认为,党章与宪法之间既存在紧密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姚

岳绒认为,二者在政治意义上契合于人民主权理论,同时宪法序言与党章总纲又存在文本契合.二者

的显著区别体现为,在文本意义上分属不同的规范体系,表现出不同的调整对象、特征等⑦.周叶中

等把二者的关系归纳为相互区别、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二者分属于不同的规范体系,但是在外在表

现形态上具有一致性.二者统一于治国理政和从严治党的实践,统一于防止权力滥用的需要,统一于

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追求⑧.韩大元认为,党章与宪法统一于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

反映.当然,党章不具备对全体公民的法律效力,其运行过程也不得超越宪法的范围⑨.
(三)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党章

党章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居于最顶端,具有最高的效力和地位,统领和指导着其他各类党内法

规,在整个党规制度体系中发挥着“立梁顶柱”的作用.宋功德从多个角度系统阐释了党章之于党内

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党章是“万规之本”,其他党规都是党章这个“根”上的枝桠;是
“万规之基”,是整个党规制度体系大厦的基石;是“万规之首”,统领着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

面的党规制度体系建设;是“万规之王”,在各级各类党内法规中具有最大权威和最高效力.因此,
首先应当全方位加强党章建设,突出党章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应当保证所有

的党内立法必须以党章为依据,要树立党章是党内根本法的意识,并且将一切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都不得与党章相抵触、违反党章即不得生效,作为党内法规制定的基本原则.为此,应着力推动

以党章为党内根本法的“依规而治”、以党章统领体系建设的“分工而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从严

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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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章的历史演变与时代方位

通过追溯党章的历史,有助于准确把握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而为新时代全面推进

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佐助.有些学者从整体研究视角出发,系统梳理党章历史的演进脉络与发展主线;
有些学者重点把握某一时期党章的具体特征,以期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有些学者则立基于

新时代党章的新发展、新面貌,寻求其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一)党章的历史发展脉络

党章的发展演进往往会伴随着党章自身架构以及党内权力运行体系、民主集中制等内容的变化,
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党章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陈自才系统梳理了党章结构的发展史,党章与

纲领从融合、分立到复合,始终密不可分;党纲从简纲、详纲到总纲,从分散到整合,历经曲折日臻完

善;条文从不分章到分章,从简洁到复杂,要素组合不断优化①.曲青山详细梳理了民主集中制在党

章中的演变情况.从党的历史文献看,在党章中第一次出现“民主集中制”的表述是五届中央政治局

通过的党章.当时是将它作为“指导原则”来确定的,六大党章把它改为“组织原则”,七大党章又改为

“组织机构”,八大党章改为“组织机构和组织制度”,九大党章、十大党章又改为“组织原则”,十一大党

章又改为“组织制度”②,并一直沿用至今.陈述尤为关注党章之中党的纪律的演变,二大党章设立了

党的纪律专章,此后被继承和发扬至六大党章.七大党章、八大党章至十一大党章虽没有设纪律专

章,但在总纲和党的组织、党的监察机关部分都强调了党的纪律及监督工作.十二大党章重设党的纪

律专章③,并沿用至今.周福振以历次党章为分析对象,指出在权力设置、组织机构和决议执行上,党
都在努力改革自上而下为主的权力运行体系.具体表现为:权力设置上在强化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

的同时逐渐扩大自下而上的渠道,组织机构上在明确自上而下的组织系统的同时不断扩大自下而上

的关系,决议执行上在规定自上而下的工作机制的同时不断扩大自下而上的诉求④.
(二)不同时期党章的时代意蕴

党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不同的内涵特征和发展轨迹,也有着各自的时代烙印.党的一大虽

然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确立了党的名称、基本属性和奋斗目标等内容.党的二大在一大纲领的基础

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基础性党内法规.在此之后,结合党情、国
情的变化,党在不同时期制定了多部党章,其中六大党章是唯一不在国内制定的党章,具有浓厚的共

产国际色彩.莫庆红等指出,这源于党自身和共产国际方面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党

尚缺乏足够的独立自主能力,部分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存在认识分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

共六大受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组织原则、全面“左”倾的错误政策等原

因⑤影响到六大党章.
七大党章是党独立自主制定的首部党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党的制度建设史上浓墨重彩的

一笔.李君如充分肯定了七大党章的历史地位,认为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党章.七大党章的主要特点

和主要贡献,体现在:第一次在条文之前增写了总纲、第一次阐明了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明确了党的

性质纲领和地位、第一次阐明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等十个“第一次”⑥.谭永国系统论述了七

大党章的进步意义,表现在:首次增加党章的总纲部分、首次明确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义务、特别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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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更为具体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等方面①.八大党章在内容上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

中制、群众路线、监察机关等内容.然而,八大党章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由于“左”倾错误影响,党的建

设遭到严重破坏,党的九大、十大党章所体现出的非正常状况,正是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写照.党的

十二大针对党章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延续了七大党章和八大党章中正确有益的规定,清除了“左”倾错误

思想.从此往后的党章都是以十二大党章为蓝本进一步完善修订而来②.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确

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裴泽庆从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的必然选择等维度,具体阐释了把

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的重大意义③.
(三)新时代党章的新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被赋予了新任务、新要求,呈现出全新的发展面貌.
党的制度建设之所以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得益于新时代党章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时

代党章不仅蕴含着新的寓意和价值,也承载着新的使命和担当.十九大党章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

下应运而生.张荣臣认为,十九大修改党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需要,是推进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需要④.宋功德指出,修改党章以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历史性变革,重在体现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以适应进入新时代的现实需要.面向和

回应新时代,新党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

战略,充分体现了加强党的领导新要求和加强党的建设新部署⑤.
十九大党章在指导思想、发展理念、总体布局、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有重大创新,契合

了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姚桓高度评价十九大党章,认为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定

位出发,确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进而提出新方略、做出新部署,为完

成新的历史任务提出从严治党新要求.这些变化体现了历史必然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主动性、创造

性的完美结合,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发展创新⑥.李忠杰指出,十九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增写了一系列新

的重大论断、重大理念、重大决策、重大战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意志;
同时,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对总纲和条文中有关党员要求、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的建设

的内容进行了很多修改,从而使党章呈现出新的容貌,实现了党章的又一次与时俱进⑦.吴美华认

为,十九大新党章的新亮点可以概括为１５个方面,包括党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社会主要矛盾、党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布局、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新内涵、新要求等各

项具体内容,它体现了更加深厚的理论底蕴,更加开放的视野,更加强烈的使命意识,更加鲜明的务实

精神⑧.
还有部分学者从某一角度切入,以小见大,探索新时代党章的新发展.刘宝东从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角度梳理了十九大党章的相关内容,并阐释了这些内容的内在逻辑和科学内涵.这有助于在党

的建设实践中自觉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加强党的政治建设⑨.乐亚山从党章与团章比较的视角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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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永国:«中共七大党章的特点及地位作用»,«学术探索»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党史党建领域的学者围绕八大党章至十七大党章有着深入研究,因研究成果多发表于党的十八大之前,故本文不再展开

论述.相关代表性文献可参见龚育之:«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姚桓:«八大党章

对执政党建设的成功探索及其启示»,«新视野»２００６年第５期;叶笃初:«要高度重视学习贯彻十七大党章»,«求是»２００８
年第４期.
裴泽庆:«与时俱进:党章修改的价值解析———兼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３年第２期.
张荣臣:«新时代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７年第２１期.
宋功德:«新党章拥抱新时代引领新征程———十九大党章修正案的修订背景、修改重点和重大意义»,«前线»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
姚桓:«论十九大修改党章的背景、基本内容及特点»,«探索»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李忠杰:«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与时俱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吴美华:«全面准确把握十九大新党章的精髓要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刘宝东:«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理论视野»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认为团章的充实与修改,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以党章为引领进行.十九大党章把团的性质调整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团章的修改应符合党章对团的性质的表述①.杨新光重点关

注纪检机关的职责和任务.他认为,十九大党章进一步明确了纪检机关的职责定位和任务要求,强调

了对党组织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在职责履行方式上突出了遇到问题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的价值

旨向,强化了上级纪检机关对下级纪检机关的领导作用②.

三、党章的文本考察与制度探索

党章文本由总纲和正文两部分组成.围绕党章文本的研究,不仅有一般的描述性分析,更有透过

表面挖掘其深层次价值和意义的制度研究成果.
(一)党章总纲研究

总纲部分规定了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和目标任务等内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集

中体现,是党章的灵魂所在.喻中把党章总纲与阐释华夏文明秩序的再造机理结合起来,认为党章总

纲表现出以先锋队理论为开端、以党的领导为结尾的逻辑主线.这条线索恰好可以解释华夏文明秩

序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政治取代了君主政治,成为再造华夏文明秩序的唯一选择.党章

总纲开篇提出的先锋队理论,既可以解释党的领导,也可以解释民主政治的中国道路,更加重要的,还
可以解释华夏文明秩序的再造③.牛先锋结合党章的条文规定挖掘出党的指导思想“创新四规律”,
即时代是指导思想创新之母、实践是指导思想创新之源、继承与发展是指导思想创新的理论之基、以
人民为中心是指导思想创新的宗旨④.马锦燕把研究侧重点放在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上,认为中国

共产党的党性体现在精神、价值和实践三个层面,党组织的党性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工人阶

级性的集中体现和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党员的党性则主要表现在具有共产主义觉悟上⑤.
总体看来,党章总纲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不足且研究视角较为分散,是值得各个学科进一步探索

的研究领域.就党史党建学科而言,要透过党章总纲的历史演进寻找线索,总结党章发展规律与具体

特征;要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要针对党章总纲进行整体性研究,又要深入挖掘各部分具体内

容的价值与功能.就法学和政治学学科而言,要加强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的比较研究,深入剖析二者

的联系和区别,适度参考和借鉴宪法序言的研究方法及思路,拓宽党章总纲的研究视野;要进一步明

确党章总纲与党章正文的相互关系,既要保证二者各展其长,在各自的场域发挥独特的功能和优势,
又要增进二者的相互联系,共同促进党章文本的进一步规范化和科学化.

(二)党章正文研究

正文部分是党章的主干,正文用十一章的篇幅规定了党员、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组等方面的内

容,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基本遵循.刘洪森等系统梳理了不同时期党章文本尤其是正文部分对党员提

出的规定和要求.随着时代和党的任务的发展变化,党员标准在内容、条件、权利义务等方面不断增

加新的内涵,逐渐形成了成熟的标准体系⑥.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是正文部分的重要内容,学界长期关

注这一对重要关系.陈立峰指出,义务和权利是党章的本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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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亚山:«从党章与团章的对比看团章的演进及其启示»,«中国青年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杨新光:«纪检机关全面履行新党章赋予的职责和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喻中:«华夏文明秩序的再造———党章总纲中的先锋队及其法理意蕴»,«法学论坛»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牛先锋:«从党章看党的指导思想创新规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７年第２１期.
马锦燕:«关于党性和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思考»,«学习论坛»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刘洪森、赵娜:«中国共产党党员标准演变的历史轨迹———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性和政党性质,决定了党员的义务是党章的一种恒定的属性,是介入现实政治关系中处于矛盾的主要

方面①.周叶中等认为,党内法规体现了以党员义务为优先、兼顾党员权利的价值取向,党员义务优

先于党员权利“出场”“生效”“评价”“实施”“实现”②.需要指出的是,党员“义务本位”并非等同于党

员唯义务论,党员在履行义务时,党员权利也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和保障.林常颖指出,党员权利是否

得到保障,决定着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程度,决定着党内民主的发展进程,进而决定着党的生命

力③.肖金明认为,党员权利应当特别强调其政治性和相对性.政治性体现为党员作为执政组织的

成员所享有的民主权利,功能在于维护党员政治主体地位和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相对性主要包括

相对于义务而言的第二性和相对于权力而言的受限性④.笔者认为,党员权利与义务的研究应当回

归党章文本,结合不同时期的党章文本展开比较分析.通过挖掘不同文本规定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探
究党员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价值功能.

党的组织建设是正文部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有学者重点关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郑琦指出,
党章第三十三条中基层组织的类别变化,明确并规范了不同领域中基层党组织的定位,有利于在各个

基层领域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职责与功能⑤.党组是党的重要组织形式.胡

德平指出,对党组的基本属性,应当从“非党组织”中的“党的组织”、“可以成立”的“组织机构”、“领导

机关”的“领导核心”、“批准服从”的“领导关系”、“例外情况”的“特殊对待”五个方面进行把握⑥.笔

者认为,党的组织建设研究要立足于党章文本,同时结合准则、条例等其他位阶的党内法规,在整个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中把握党的组织建设的一般规律和运行逻辑.
(三)基于党章文本的制度研究

党章文本是制度研究的源泉,党章的第二章“组织制度”部分,首先明确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

则.民主集中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成果涉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发展完善等内

容.许耀桐指出,民主集中制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关于民主集中制的“２０”字科学定

义和６条原则,使之构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二是对民主集中制进行正确定位,把
民主集中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问题来看待,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指出

民主集中制遵循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

度.三是不再把民主集中制分为民主制和集中制这样两种制度,而是一个制度,即既有“民主”又有

“集中”的制度⑦.黄晓辉以现行党章为基本依据,在总结梳理关于民主集中制相关表述的基础上界

定其基本性质和内涵.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其实质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
民主集中制的根本是充分发扬民主,关键是实行正确的集中⑧.

除此之外,又有学者结合党章的具体规定,分析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党的纪律制度等方面的

内容.吴德刚认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制度自信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党的理论创新的强大

动力,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保证,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实践⑨.就党的纪律制度而

言,李斌雄等认为,纪律处分制度蕴含着“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的制度逻辑,党章的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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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峰:«党章的本源、本质和本体的哲学论析———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本体论展开»,«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周叶中、邓书琴:«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价值取向———以党员义务和党员权利为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４期.
林常颖:«保障党员权利问题探析»,«理论导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肖金明:«关于党内法治概念的一般认识»,«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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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论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基本属性»,«理论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许耀桐:«民主集中制在中国的创新发展»,«理论探索»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黄晓辉:«论民主集中制的性质、内涵和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吴德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形成及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章与第八章的相关条款,是纪律处分制度的根本依据①.

四、党章研究的实践面向

深入挖掘党章在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价值功能,需要推进党章由静态的文本

规范转向动态的实践探索.党章实践主要指党章的制定、实施和监督,其中党章制定包括党章的新

立、修改、解释等过程,党章实施主要体现为党章遵守和党章执行.以“制定—遵守—执行—监督”为
主线梳理党章实践研究,可以发现,党章实践研究在整个党章研究中最为薄弱,已有的研究缺乏完整

性,研究水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尤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党章运行的实证研究,加强对党章实践的法

学研究.
(一)党章的修改与解释

一部完整党章的制定,不仅历经起草、审议、表决通过等阶段,而且包括修改、解释、评估等相关

过程,从而把一系列党的主张写入党章,使之制度化为更高的规范,对全体党员和党组织产生更强

的约束力和强制力.目前,围绕党章修改和党章解释的研究成果较多.比如,蒋清华借鉴宪法保障

方面的成熟制度,来为完善党章保障专门制度提供思路,提出从修改限制制度、专项解释制度和审查

监督制度三个方面着手完善②,以期进一步提高党章保障的法治质效.也有部分学者以十九大党章

修改为契机,阐释党章修改的学理依据.俞念胜等认为,十九大党章修改呈现出如下特点:修改党章

的主体、程序和方式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始终保持党章的总体稳定性和外部适应性的统一,保持党章

的衔接性和协调性③.张家芳指出,党章修改始终坚守以人民利益为逻辑起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逻辑主线,坚守党的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先进性等基本属性④.关于党章解释机制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明确党章的解释主体是完善党章解释机制的关键所在.孙才华等认为,党章的解释

权只能由党章本身做出规定,解释主体的地位和职权要与党章的地位和效力相匹配,同时要满足解

释工作的常态化要求.因此,有必要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解释机关,在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则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党章解释权⑤.于艳艳等提出,建立健

全党章解释工作机制,既要制定科学的解释原则,又要明确党章解释主体.可考虑在党章最后增加

“附则”部分,为确保党章解释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党章解释主体必须是党的中央组织⑥.张晓燕提

出,要尽快形成建立党章解释机制的思想共识,明确党章解释主体,确定和规范党章解释工作的原则

和程序⑦.
(二)党章的遵守与执行

党章遵守意味着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内心要尊崇党章、信仰党章,按照党章的规定时

刻要求和规范自身的言行.对此,王永志强调:要以党章为总依据,回归、尊崇、践行党章;要按党章办

事,以党章为总规矩,遵守、贯彻、维护党章;要加强党章教育,以党章为总要求,认识、学习、通晓党

章⑧.认真学习党章,领会党章的要义与精神是党章遵守的先决条件.对此,陈自才强调:要注重党

章的学习内容和方法,既要明确学习的文本体系、知识体系、信仰体系和规范体系,又要坚持问题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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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实事求是、学用结合等方法①.树立党章意识是学习、遵守党章的重要环节.对此,叶笃初强调:
要树立使命意识、公仆意识、大局意识、纪律意识、学习意识和守法意识,打牢党章意识的根基②.

党章执行是各级党组织把党章运用到党内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党章功能的过程.一部好的

党章文本,唯有顺利执行才能充分释放其制度效能,党章执行是将党章运用于党内治理实践的关键一步.
目前,专门针对党章执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数量很少,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党的纪律执行上,而党纪执行

通常归于党内法规执行范畴.尽管有一些研究将党章党规党纪执行一体化,但从总体上讲,目前对党章

执行的主体权限、过程程序、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研究缺乏针对性,亟待理论界关注和加强实证研究.
(三)党章监督

党章监督是党章实践的重要环节,是为了保障党章全面有效实施而形成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安排

与制度设计,包括预防和纠正违反党章的行为.党章监督既包括在党内立规、法规备案审查、重大决

策等活动中的合章、合规审查活动,也包括专门的合章性审查工作,这是维护党章权威和尊严的根本

保障.部分学者围绕合章性审查问题展开探讨,其中涉及专门合章性审查工作及其制度化问题,旨在

保证党内法规同党章的精神、原则和规范相一致.肖金明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内法规的合章性、合规

性审查机制,创新党内监督制度、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和党内监督方式方法,着力构建严密的党内法治

监督体系③.张晓燕强调,要完善党内法规的合章性审查机制,坚持以“同步自审”为主,以“事后他

审”为辅④.上述研究都关注了合章性审查工作及其制度建设,但总体看来,目前党章监督方面的系

统性研究明显不足,对专门合章性审查工作及其规范化、程序化的研究还不够.
相对而言,对在党内立规活动中依据党章进行的合章审查活动的研究成果不少.莫纪宏把党章

作为党内法规备案审查的重要标准之一,强调党章对维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内部协调统一的作用⑤.
王立峰指出,要根据“宪法至上、党章为本”原则,及时对一些违章、越权、违法的党内法规行使撤销权、
修改建议权⑥.也有学者关注到党内决策过程中的合章、合规审查问题.蒋清华指出,党委决策既要

按照宪法法律来决策,又要按照党章党规来决策⑦.
对党章监督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加强党章监督的基础原理研

究.进一步明确党章监督概念、监督主体和对象,并侧重于党章监督的价值功能、制度规范、体制机

制、方式方法以及监督效力等方面研究,由此推进党章监督的系统化研究.其二,深化党章监督规范

化研究.应将专门合章性审查工作与党内立规、党规备案审查、重大决策过程中的合章审查活动区别

开来.前者与合宪性审查高度关联,涉及党章监督制度的创新问题,是党章监督研究的重中之重;后
者形成合章、合规审查一体化,重在研究相关机制方式的合理性、有效性等问题.其三,加强合章性审

查与合宪性审查的关联研究.进一步强调合章性审查工作在党章监督中的作用,加强合章性审查工

作及其制度化研究,尤其需要借鉴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原理与技术、宪法监督体制与方式的研究思路和

方法等,推进合章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协同研究.

五、党章研究的未来展望

回顾十八大以来的党章研究,可以看出,多学科学者分别就党章的一般原理、历史发展、文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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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行实践展开研究,初步构建起相对完整规范的党章研究框架体系.但党章研究内容的体系性还

不够强,主要表现在偏重于历史与制度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对党章运行实践的应用研究成

果不多.另外,不同学科研究不够平衡,对党章的法学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展望党章理论研究的未

来,应当从拓宽党章研究视野出发,概括和凝练党章研究范式,推进党章学学科建设,逐步构建党章的

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拓宽党章研究视野,健全党章理论体系

要立足于基本原理构建与理论框架体系建设两条主线,不断充实研究内容、拓宽研究视野,健全

和完善党章理论体系.基本原理层面,着力构建以“基石范畴—基本范畴—一般范畴”为主体框架和

基本结构的党章学范畴体系.党的纲领和民主集中制是党章学的基石范畴,党章理论体系正是以党

的纲领和民主集中制为逻辑起点,并在这两条线上有序展开.党章价值体系、党章制度体系和党章运

行体系共同构筑起三元一体的党章学的基本范畴,三者由党章基石范畴延伸而来且与之紧密相连、相
得益彰.在基石范畴和基本范畴之下辅之以一系列相对具体的一般范畴,进一步细化和充实党章理

论范畴体系①;框架体系层面,着力构建以“基础理论—制度建设—实践运行”为基础框架和逻辑脉络

的党章研究内容体系.基础理论板块重点研究党章的概念性质、价值理念、功能效力,结合党章的历

史演进总结不同阶段党章的各自特征、变化趋势、基本规律等方面的内容.制度建设板块强调以党章

文本为分析对象,重点研究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各级组织及其职能权限、党员的权利与义务、党的纪

律制度等方面内容.实践运行板块着眼于体现党章运行的全过程,围绕党章修改、解释机制,党章遵

守、执行机制,党章监督、评估机制展开体系化研究.
(二)完善党章研究范式,形成多元研究路径

应进一步推进党章研究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一方面,党章研究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地位,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回应党章理论和实践课题.比

如,用历史研究方法梳理党章的发展脉络,以及不同时期党章各自的价值功能;用系统分析方法厘清

党章与宪法、党章与其他党内法规之间的关系,避免孤立地看待党章;另一方面,破除“言必称西方”的
思维定势,深入挖掘本土资源,构建中国特色党章话语体系.为此,我们要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历史

演进和发展变迁中,寻求理论依据和话语支撑.
(三)推动多学科交叉研究,构建党章研究学术共同体

党章研究工作绝非是某一学科、某一专业的专属领域,理应推动多学科之间的交流融合,发挥不

同学科各自的优势,形成和发展优势互补的党章研究学术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尤其应当加强

法学思维和方法在党章研究中的运用,在法学学科体系中创建和发展党章学.党章相关理论研究历

来是党史党建学者的研究领域,既有研究成果也可表明党史党建学者在党章的基础理论、制度建设、
实践运行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研究成果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学界深受鼓舞.近年来,以
法学学科为代表的学术群体开始涉足党章研究领域,围绕党章的价值功能、党章与宪法的关系、党章

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中的定位、党章修改等核心议题展开探讨.下一步,在党章研究中要善于运用法

学思维和方法发现和解决问题,运用法治的一般理念和方法进行规范分析,与党史党建学在研究内容

和研究方法上形成交叉互动,以拓宽党章研究视野,增强党章研究深度.

六、结语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面对新的时代课题,需要推进以

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这无疑对深化党章研究,构建党内法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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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

新,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法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构.近些年来兴起的党内法规学、社
会法学、计算法学等诸多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了传统的学科布局,提升了法学应对新问题、新挑

战的能力.尽管这些学科还未在法学学科体系中获得独立地位,但不可否认,法学学科扩容将是必然

的发展趋势.党内法规学已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应当进一步明确学科意识和思维、研究内容和方法,
加强党内法规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完善和发展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①.党章学是党内法规学学

科的核心和基础,是多学科交叉的前沿领域,也是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的关键所在.着眼于

整个法学学科体系,党章学又可归入新公法学范畴,与宪法学密切关联、相辅相成,是创新发展中国特

色公法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撑.面向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从创新中国特色公法学理论

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的立场出发,站在重构新时代中国法学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党章学学科建

设,不断推动其成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成熟学科.这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工作者尤其是法学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TheImprovementandProspectofthePartyConstitutionResearch:
CenteringontheAcademicAchievementsSincethe１８thNationalCongressofCPC

XiaoJinming　FengXiaochang
(SchoolofLawatShandongUniversity(Weihai),Weihai２６４２０９,P．R．China;

SchoolofLaw,ShandongUniversity,Qingdao２６６２３７,P．R．China)

Abstract:Sincethe１８thNationalCongress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CPC),themultiＧdisciplinary
trendofpartyconstitutionresearchhasappeared,anditsbasictheoreticalresearch,historicalandinstituＧ
tionalresearchaswellaspracticalresearchhavebeencontinuouslydeepenedandimproved,whichhaslaida
solidfoundationforbuildingandimprovingtheknowledgesystemandtheoreticalsystemoftheConstitution
ofCPC．AlthoughtherelevantresearchhasprovidedacademicsupporttoadvancetheconstructionoftheinＧ
nerＧpartylawsandregulationsystem,thetheoreticalanalysisisstillinsufficient．Tofurtherenhancethe
partyconstitutionresearch,weneedto make multiＧdisciplinarycoordination,tobroadentheresearch
threshold,todeepenthebasictheoreticalresearch,andtorefinetheresearchparadigm．Also,weshould
devoteourselvestothedisciplineconstructionofthepartyconstitution,buildingandimprovingitsknowlＧ
edgesystem,theoreticalsystemanddisciplinesystem．
Keywords:ConstitutionoftheCPC;InnerＧPartyLawsandRegulations;DisciplineoftheConstituＧ
tionofCPC;PrinciplesoftheConstitutionof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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