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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1997年2月，中央发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试行）》，将违纪种类分为七大类；2003
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发

布施行，此版《条例》将违纪种类分为九大类，但

均未涉及生活纪律的专项内容。2015年10月，中

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把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中的纪律和要求，整合为政

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和生活纪律①，至此，党纪中的生活纪律正式确

立。生活纪律作为党员在“八小时”工作之外的日

常生活中应当恪守的行为底线，规定了关于党员的

生活规范、家庭管理等方面的行为规则，涉及党员

道德的各个方面。2018年8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新

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新

《条例》），新《条例》在“生活纪律”这一章节

中新增了第一百三十六条，其内容为党员家人的失

范行为同样有可能使党员本人违反《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即扩大了党员行为规范的对象范

围，但并未对行为本身做出更详细的规定。相较于

其他五大纪律，新《条例》中关于生活纪律的规定

仍有疏漏。

本文对中共党员的违纪处理情况做了不完全统

计，选取的对象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党纪政务

处分栏目中已公示的全部党纪处分结果，时间跨度

为2013年2月8日至2019年1月9日，共涉及计1990名
党员。抽样分析的结果显示，党员违反其他五大纪

律的行为均有具体事由说明，但对于生活纪律的违

反缘由多数以“违反生活纪律”、少数以“违反社

会主义道德”或“道德败坏”简单表述，详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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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共党员违纪行为统计

违纪名称 《条例》规定的内容
对应各违纪内

容的处理人数
依据其他理由处理的人数

违纪总

人数

政治纪律

自觉维护党的意识形态 71

0 1370

自觉维护党的统一 9

遵守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 33

在涉外活动中，遵守党的政治要求 33

自觉遵守党的优良传统等不成文规矩 1316

组织纪律

坚持集体领导 4

0 1263

坚持“四个服从” 181

发扬党内民主 76

对组织坦白忠诚 435

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2

遵守组织工作原则 1179

在外事活动中遵守组织纪律 34

廉洁纪律

不得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 1613

0 1833

不得违规收受财物 1609

本人及亲戚不得违规从事经营活动 294

不得侵占公共利益 366

其他在会议要求、公车使用、办公用房、分

配住房、收入待遇和个人事项上的规定
288

群众纪律

不准与民争利 21

0 121

不准侵占群众的各种物质利益及损害群众合

法权益
107

不准搞特权 22

不准侵犯群众的公民权利 26

不准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 5

工作纪律

如实报告相关事项 462

0 547

不得违规干预和插手有关活动 242

保密工作纪律 13

考录工作纪律 325

外事工作纪律 35

党的纪律检查、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及机

关工作等其他工作中的工作纪律
373

生活纪律

不得生活奢靡 38 违反社会主义道德 13

633
不得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229 道德败坏 9

自觉遵守公序良俗 11 未具体说明理由 307

不得违反家庭美德 8

注：表格中的数据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党纪政务处分栏目的违纪缘由叙述为准，若仅叙述“××涉嫌违纪问

题”而未说明所违反的党纪名称则不纳入本文的数据统计中，故有效案例为1886个。另，由于存在一个案例同时涉及多

名党员违纪的情况，故表格最后一列“违纪总人数”的统计总数会多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党纪政务处分栏目中违纪

案例的统计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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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的实际违纪处理并未超出新《条

例》所规定内容的范围，而在对违反生活纪律的

党员违纪处理的事由表述中，有329人，即超过违

反生活纪律总人数一半以上的违纪处理并未明确说

明具体违反了生活纪律的哪条哪款，其中22人违反

生活纪律的事由仅以“违反社会主义道德”或“道

德败坏”简单表述，307人违反生活纪律的事由并

未具体说明，仅以“违反生活纪律”概括之，这说

明，处理违反生活纪律案例的实际操作范围大于新

《条例》中对违反生活纪律行为的文本表述。具体

而言：第一，超过半数的违纪事由只是笼统表述违

反了生活纪律而未细化，致使读者不清楚违纪党员

触犯了生活纪律中的哪一条；第二，生活纪律中的

每一条内容也比较抽象，其未具体落实到对行为本

身的规定。而触犯其他五大纪律的事由叙述并未出

现类似的情况，这种差别说明了党纪中生活纪律立

法的内容仍有漏洞，标准仍存模糊。法律具有告示

指引功能和预测评价功能，同样，生活纪律具有判

断、衡量党员日常生活行为的作用。若不对生活纪

律的条文进行完善，则难以明晰党纪对党员生活道德

进行规范的边界。

二、将道德融入生活纪律的必要性

与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应

充分体现其先锋模范作用，为保证这种更高行为要

求的实现，必然需要更为严格的纪律对党员行为进

行约束。中国共产党具有经由法律认定的人格，党

员在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则具有人的主观性，这种主

观性将会导致行为结果的多种可能，因此，需要生

活纪律予以限制和规范。

（一）政德建设的基本要求——生活纪律是政

德建设的重要保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余年历史进程，塑造了

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同组成的群体——中国共

产党，这是社会人与政治人的有效融合；人民既是

国家的主权者，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这是社会道

德与政治道德的合一，这种一致性使得无产阶级的

道德自然转化为其执政的公德。政德是立党与立国

的政治道德基础，它本质是一种权力道德，对于中

国共产党而言，党员个人利益观念和享乐思想都会

成为其放松自我教育和约束的诱因。党员生活的腐

化，直接导致了其工作中怠惰情绪的产生，进而对

党组织造成消极的影响，即使党组织面临着执政合

法性的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为

政之德”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政党内部治理需要道德和党内法规共同发挥作

用。习近平关于政德建设的思想立足当下，借鉴了

国内外经验，总结了教训，提出要将道德约束与制

度规范结合起来。他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要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

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

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成就。”[1]“要突出

重点，重在管用有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

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2]政党的道德水准不

能只依靠个体的自觉，还需要组织的激励和党纪的

约束。生活纪律明确了党员行为的边界，对于党员

来说，生活纪律就是成文的道德，党员只有将生活

纪律转化为内心的规矩，才能激发和巩固个体的内

在自律。

（二）道德法律化的法理基础——党员生活中

的道德需要党内法规约束

美国法理学家富勒强调，要在区分“义务的道

德”与“愿望的道德”的前提下，阐释法律与道德

的关系。因为道德是多元的，而法律是一元的，道

德的要求标准是多层次性的，而法律的规范要求是

唯一的。法律惯常源于义务的道德要求，因为“如

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

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

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

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3]8从价

值要求的层次来说，法律只摄取道德标准中要求最

低的那部分内容，虽然所谓“最低的道德标准”会

因社会秩序要求的不同和社会成员文明程度的高低

而有变化，但通常情况下，道德标准的底线都必须

符合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必须为普遍性的行为且能

够对社会的现状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是行为的

标准必须在社会成员的能力范围内，即社会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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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能力都能够达标。故而，法律依赖于公共道德

标准，道德法律化也只是把那些关乎社会秩序和社

会成员人性完善的低标准的道德要求法律化。

在道德法律化中，法律应该将哪些道德要求

纳入其中，是需要依托社会现实的。当一个国家的

道德约束足以协调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时，道德的

法律化是没有必要的，只有那些道德约束力量能力

之外的且已产生危害后果的行为才能够进入法律的

范畴。因此，当某种本应由道德约束的行为样态出

现了严重的失范现象，并且已对社会秩序产生了明

显的负面影响，造成了社会整体道德层面的滑坡，

而此时通过道德呼唤人们心底的良知已难以将道德

水平恢复至曾经的状态时，法律则应当出现担此责

任，即强制惩治邪恶，同时拯救道德。高层次的道

德规范是法治的价值目标，而法治则是底线道德能

够运作且有效的重要保证。

（三）道德法律化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生活纪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概念落实到行为，

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制度规则这个中间环

节。只要是需要规章制度约束的地方，就应该整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彰显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

国应紧密结合的高度重视，《决定》提出：“国家

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

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

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

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4]《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

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加强党

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党员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

和纪律要求，做到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充分

展现共产党人高尚思想道德情操和价值追求。”[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可以分为导向性部

分和规范性部分两个层次，其中，规范性部分的作

用是给国家、社会组织及公众提供规范的行为准

则，这些内容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强制社会公众遵

循。如“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

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的个人

信息受法律保护”“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要承担民事

责任”“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

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应对老龄化问题

的成年监护条款等都被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

纳入其中。新《条例》中生活纪律的违纪行为包括

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与他人发生

不正当性关系；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违背社会公序良

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以及其他严重违反社会

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其中，良好的家风是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个人对祖国的深

厚感情和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是杜绝生活奢靡、贪

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的道德根基。新《条例》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性部分转化为生活纪律

的内容并使党员遵循，即切实做到了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落细和落实，并以此为导

向对党内法规进一步深化、拓展和完善。因此，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生活纪律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有效渠道之一。

三、将道德融入生活纪律所面临的难题

相较于其他五大纪律，生活纪律是对“德”的

丰富内容包含最广的规则体系。作为工人阶级政党

的党员，其行为标准要远远高于对非党员的要求，

有些对于非党员来说仅靠自律约束的道德则可以转

化为对党员行为形成强制性规制的生活纪律，这就

涉及到一个哪些道德可以转化为生活纪律的问题。

此外，广义的道德法律化不仅包括了道德规范向法

律的直接转化，还包括了道德观念等对整个司法实

践过程的渗透，也就是人们在某种道德引领下进行

立法、执法等法律活动，即向法律的间接转化。

（一）底线层面的道德问题难以依靠党内法规

规制

从党员道德立法的结构来看，愿望的道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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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直接进入法律制度的范畴，也无法产生法定的义

务，愿望的道德在法律文本中的体现也仅仅是以抽

象的文字条款表述，当该义务需要通过设置法律责

任来进行保障时，责任的内容与义务的内容常常无

法对应，即原本规定的义务内容的范畴超过了责任

承担的范畴，降低了愿望的道德本身的义务要求。

比如，《公务员法》在第十四条公务员义务条款中

规定，公务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

监督”的义务，但在奖惩条款中仅规定公务员不得

“压制批评，打击报复；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

导和公众”，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道德责

任立法中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现象，是因为道德源

于人的自由意志，法律不应也不能强制人们履行所

有层面的道德义务，相反，应把对道德的规范控制

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就是对自由的侵犯，法律将

丧失其价值和存在的意义。因此，党内法规不能强

制党员履行其道德责任，承受能力范畴外的道德义

务，即使对党员群体的道德要求高于非党员群体，

对这种道德要求的落实也只能达到底线道德责任的

层面。故而，愿望的道德无法直接转化为党内法规

中的条款，党内法规对党员道德责任的规制也只能

限制在底线层面的道德责任这个合理的范围。但即

便如此，也并不是所有的底线道德责任都应该被党

内法规规制，现实中，被网络舆论和大众媒体所谴

责的党员的基本道德失范实例不胜枚举，如“不当

微笑”等，若所有违背人类良知的道德要求都进入

党纪范畴，则党纪将面临无休止的补充修改和没完

没了的立法任务。

（二）伦理层面的道德潜力难以依靠纪律规范启发

将道德融入生活纪律使其作为一种外生机制发

挥规范作用的最大缺陷，就是难以唤起党员内心对

道德的向往和认同。人的自由是在社会关系中体现

的，它不是绝对的自由，它是在具有社会关系的成

员间自觉服从道德要求而产生的相对自由，这种对

道德的渴望和遵循是内心自律的结果，而非外在的

强制所得。人们对某种道德的接受都需要经历一系

列心理活动，从最初获知道德、感受道德到对道德

产生主观判断，接纳道德，进而实践道德，形成了

自己行为处事的道德原则，甚至产生了自己的道德

信仰。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以整体利益为先，为他

人利益让步，将个人利益滞后，真正获得了道德上

的自由。然而，法律的强制性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

被动遵守，人们被迫遵循应该遵循的规则，并不是

人们不认同法律条款的规定，而是这种强制性使人

们首先服从于秩序，无论这是法律秩序还是道德秩

序，人们内心对道德的向往都先被搁置。因此，无

选择地被动遵从法律，抑制了人们内心原本对法律

的自觉接纳。“强制不是说理，绝对谈不到说服。

它所产生的是痛苦的感觉与厌恶的情绪。它造成的

是粗暴地使人们的思想脱离我们希望他们深刻认识

的真理”。[6]531道德法律化使原本在道德秩序中的

行为进入了法律秩序，法律的强制性保障了道德的

规范效果，但这种效果却无法涵盖伦理意义的层

面，即无法激发出人们的道德潜力。“伦理学的原

则中最为明显而重要的就是：行动的动机决定行动

的性质。”[6]528“强制手段的可能的直接后果就是

使我们的理解和畏惧、义务和软弱互相矛盾。强制

手段首先是破坏遭到这种强制的人的认识能力，其

次就是破坏使用这种手段的人的认识能力。”[6]529

因此，将道德融入生活纪律，即对党员的道德问责

并不能使成功被问责的道德在党员心中高尚起来，

也不能保证当党员不再是党员时，还愿意坚守党员

应遵守的道德要求。

四、将道德融入生活纪律的制度建构

生活纪律中的“道德”与日常生活中的“道

德”不同，通过立法程序将道德责任转化为党纪责

任，必须要历经一个法律化的进程。制度的制定

“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

和指导性。如果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

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7]因此，应对已制定出

来的制度进行更新和完善，使其更好地适应时代背

景的变化。

（一）制度建构的基本要求——确保生活纪律

制度建设的科学化

法律制度所规范的行为，都必须是在人们的

行为能力范围内能够实现的，既不能要求过高，也

不能要求过低。如果法律要求不可能之事，“要么

做出严重不义之事，要么对偏离法律要求的情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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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见，从而导致人们不再尊重法律”。 [3]84如果

法律的要求过低，则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会失去其存

在的意义，法律将沦为废纸。“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首先要建好笼子。笼子太松了，或者笼子

很好但门没关住，进出自由，那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的”。[8]实践证明，法律制度既不能过于严厉也不能

过于宽松，应在社会规范体系的合理范围之内，而

这个“合理范围”取决于随着社会发展变化着的人

们的文明程度和社会对人们行为后果的接纳程度，

既不能不设立规范，也不能只设立唯一的标准而不

全面考虑复杂的现实可能性。

当前，完善生活纪律的制度体系要注意提高

条文本身的规范化水平及其及时性和操作性。坚持

表述的精准化、语言的通俗化，切实使表述客观准

确、含义清晰严谨、用词通俗大众，从而既保证条

文易于理解、便于掌握、利于执行，又能切实提

高普通党员对党规党纪的认可度，既要“于法周

延”、又要“于事简便”，减少自由裁量、提高执

行效率、降低执行成本。[9]首先，生活纪律形成了

对党员八小时工作时间外日常行为的强制性规范，

这就要求生活纪律本身应具有法律规范所应具备的

要素。其次，生活纪律所确立的道德行为规范应具

有明确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应是客观稳定的，党

员们可以依照此评价标准预测和辨别自己的行为。

最后，生活纪律应同法律一样具有权威性，即严格

确立其制定依据和修改程序，保证生活纪律在立法

和运行中的规范化。

（二）制度建构的实现路径——将“义务的道

德”上升为生活纪律的范畴

生活纪律所确立的道德行为标准虽然属于“义

务的道德”范畴，但这个范畴不能仅限于本应入法

入规的“义务的道德”。党规严于国法，表明党员

应具备更高的道德标准，因此，党内法规制度应将

“义务的道德”在道德尺度的合理范围内向“愿望

的道德”靠近，使党员履行更充分的道德义务，以

满足对党员更高的道德要求。如果以“利己”和

“利他”的关系作为对道德尺度的层次分界的话，

生活纪律则是以先利他后利己的情怀为依归，并逐

渐导向纯粹的利他这种理想情形。又如果以“德”

和“怨”的关系为道德尺度的话，则以德报德应作

为党员处理此类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应

将党员的观念向以德报怨的情形引导。[10]“立法者

应该想到一个人的真正完美在于毫不利己。他应该

把这一条当作自己努力的最终目标，引导人们按照

自己的真正价值来对自己估价……最重要的是他应

该注意不助长自私的欲念。他必须逐渐使人们在自

己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并且诱

导他们在看见别人得到利益时感到满意。”[6]768对

于非党员，无论是纯粹的利己行为还是以怨报德的

行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不对社会秩序产生

干扰，法律是不会介入的，但对党员来说，党规党

纪要适当扩大“义务的道德”的范畴，运用制度规

约实现从严治党。

法律通过提供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的行为模

式，来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当、可以做出一定

行为或者不做出一定的行为。人们能够通过法律规

范了解可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的前提是对法律要

求的知晓。因此，应将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

问题中涉及党员生活道德的问题，如要厉行勤俭节

约的有关规定细化进生活纪律的范畴，并列举禁止

党员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具体行为，为党员日常

生活中的道德行为提供细致的规范指引。同时，要

注意尺度的拿捏，对于党员身上出现的一般性的不

恰当、不文明的行为，比如办事排队加塞等并未给

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便不构成违纪。同样，

用合法所得购买名牌用品等行为，只要没有明显超

出当地正常生活消费水平，未出现铺张浪费的现象

且未对党员的形象造成损害，皆不在违纪之列。此

外，家庭生活中某些道德规范也应纳入生活纪律的

范畴。现如今，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道德对

婚姻家庭内部关系的调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单纯依靠道德教化的力量已经不能遏制虐待老人、

家庭暴力等不良现象，必须依靠法律的强制力量。

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道德法律化”与“道

德非法律化”的界限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是绝对性

与相对性的统一，需要社会管理者的智慧驾驭。

（三）实现软法与硬法的有效结合——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生活纪律

软法与硬法的有效结合是现代法治约束政府权

力、监督政府行为的有力成果，二者应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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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偏废。道德的法律化是道德秩序向法律秩序转

化的过程，法律调控范围的扩大和道德调控范围的

缩小同时导致了在道德领域中人们的道德观念与道

德行为之间的脱节，将道德融入生活纪律并加以完

善，能有效地防止党员生活中道德知行脱节的产

生，因此，完善的法律制度离不开正确的道德观念

的引领。2018年“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写

入宪法；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第一条立法目

的条款中明确规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绿色原

则等基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基

本原则层面的一个转化和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已成为引领国家立法的指导性原则，形成了具有

号召性的非强制性规范，并充分发挥了软法的作

用。而生活纪律所规范的行为都包含在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体

现了法律本身的追求，为依法治国的参与者们树立

了理想的价值目标。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价值意涵使生活纪律的道德引领有了方向，使生活

纪律的道德特性得以发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生活纪律的引领还体

现在党员对生活纪律的认同和遵守方面。纪律是

“一种单向度的强制关系，具有不可逆性”。[11]无

论是出于对政党纪律的客观确认还是主观信仰，纪

律不可逆性的实现都有赖于政党成员的内在自觉。

要使政党成员具备这种内在自觉，就需要通过党内

规训来完成，而规训本质上是一种实现精神约束的

方式。“人是能够理解道德之美的，是能够理解别

人对自己的善行的要求的；并且在有了这种理解

之后，这些观点以及其他一切智力上的感觉就都

具有动机的性质，这些动机有时候为其他念头压

倒，有时候压倒其他念头，但是其本身性质总是可

以引起行动的，除非受到另外一种反对理由的阻

挠。”[6]766道德引导作用的充分发挥可以大大降低

依法治国的成本，减少法律对人们社会生活的介

入，节省法律资源。党纪意识的树立离不开党员自

身党性修养的培养，也离不开组织的教育。“教育

可能具有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可以利用人类思想

的本来面貌……一般的并且合理的见解都认为：在

还没有受偏见影响的人身上培植正确而善良的性

格，比起根除已经成为我们所固有的一部分的那

些错误要容易得多。”[6]68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

知敬畏、存戒律、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

环境中工作生活”。[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围

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理想信念为第一要务，

引导中国各族人民自觉加强政治鉴别能力，坚决维

护党的执政地位，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

行来促进党员主动学习党内法规，自觉遵守生活纪

律，广泛而全面地提高党员的法治素养。因此，加

强对党员的党纪意识培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生活纪律，使生活纪律成为党员的一种生活方

式，这也是生活纪律的价值旨归。

注释

①  本文所提及的“生活纪律”均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的生活纪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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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Party Rules to Regulate the Living Discipline of 
CPC Memb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Legalization

Yang Yunxia    Li Yi

Abstract: On August 18, 2018, the amendment on The Disciplinary Regulation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urther 

consolidate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strictly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But on account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life discipline 

compared to other disciplines, it is difficult to clarify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while leading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of life discipline to beyond the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of the text of The Disciplinary Regulation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refore, it is really necessary to conduct researches on the moral legalization of life discipline. This paper takes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rule of law as the social background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ng morality 

into life discipline and the legal problems that will be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by using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extu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n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specific system design and thought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the life discipline and to ensure the legalization on integration of morality into the discipline of life 

more reasonably,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daily life of party members with clear and strict life discipline.

Keywords: morality of duty;  morality of desire; life discipline;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