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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振兴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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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是这一伟大战略的题中应有
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精神动力,是价值导向,更是物质保障,面对农民存在的理想信念缺位、价
值主体多元、文化素养普遍较低、法制观念淡薄的现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开放性环境因国际
局势和国内实际引起的失衡的困境,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这一传播组织主体及其领导干部的示
范引领作用,用好各媒介平台,整合优化新农村开放性外部传播环境,扎实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农村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乡村振兴铺路架桥,打好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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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n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Yubin Ma
School of Marxism, Northwester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inherent in the topic of this great strategy. Socialist core values are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 value-orientation and material guarantee. Facing the absence of peasant ideals and beliefs,
diversified value subjects, generally low cultural literacy and weak legal concept, the open environment for
the spread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the dilemma of imbalance cau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domestic real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xemplary and leading role of the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 the communication organization and its leading cadres, make good use of the various media
platforms, integrate and optimize the open extern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new countryside,
make solid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ural culture, improve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pave the way and bridg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lay a good organization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culture;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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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清晰地体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

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广大乡村地区。表现在乡村自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
村振兴进程的必要性

的不平衡、“三农”发展的不充分,囊括

努力做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农业农村

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能

养等等方面,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也

战略,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现代化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态、

为乡村振兴供给持久的精神动力

了现代化的农业发展、农民自身综合素
不乏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作为上

文化等领域的方方面面。农民群众是唱

乡村振兴战略自身系统、全局的特

层建筑系统中的意识形态模块,在大力

好乡村振兴战略这台戏的主角,只有用

性决定了其实现必然需要至少几代人为

实施乡村振兴这一战略的同时融入社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价值、整洁乡

之努力奋斗,回看我国农村地区的实际,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仅是为助力

风、促进认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

经济尚未发展起来,新乡村文化还处在

乡村经济的兴旺发展提供优质的思想土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深入推进这一

萌芽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我

壤,更是提高农民群众素养水平这一题

伟大战略。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国已经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这对矛盾

中应有之义,如此方可保证农民对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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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实施参与认同的积极心态。
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能
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价值导向

质利益,从而忽视了精神上的追求,由于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的实际,农村地区“空
巢”现象仍较为普遍,留守的多是老人和

的法制化进程。
2.4国际趋势和现实社会问题引发
的开放性传播环境的相对失衡

在全球局势发生深刻变革的今天,

孩童,他们在对待新事物、新观念的辨别

马克思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

民众表现为多元化的价值观,这一趋势

判断上很容易出现问题,再加之残存的

也创造人。”乡村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的日益彰显衬托出文化对一个国家的重

愚昧封建观念和根深蒂固和市场经济条

观的培育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开放性

要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信

件下的利益原则的浸染,拜金主义思想

的传播环境直接影响着培育的效果。从

息科技革命浪潮的席卷,来自不同政治

依然存在且顽固。因此这一群体的政治

大的方面看,政治多极化和信息科技革

体制、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所倡导的价

参与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命以及现实社会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叠

值观借助各种传播媒介和渠道,混杂、充

度还都处于低下水平。从一定程度上来

加在一起影响着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

斥在我国城市和乡村的角角落落,如此

看,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执行者的乡村干

加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不健全,

便对建设新乡村文化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部还并未觉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由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的日益凸

加之我国有些落后思想尚未根除,尤其

此助长了精神文化在政治传播中的引领

显、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带来的“空巢”

在乡村地区仍然可见落后的封建思想的

作用丧失的苗头。

化、基层党组织的监督弱化、社会保障

苟延残喘,对于文化素养普遍不高的农
民来说在辨别上就相对困难,容易受其
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从三个

2.2优秀传统文化的消弭和部分腐
朽文化的滋长带来一些乡风问题

的不公平、乡村教育资源的匮乏等现状。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城乡基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发源了具

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其中一个特色就是

层面的倡导来寻求解决这一困境的路径,

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文化的

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建设,这种

因此将二者融合不但能引领形成正确的

这种传承和延续持续到今天确实缺失了

对倾斜式政策扶持极大的促进了乡村公

价值导向,也可为营造新时代新的乡村

一部分。例如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孝道文

共文化服务建设,但与城市相比仍然存

风貌、推动新乡村文化建设助力。

化、乡规民约、诚实守信、勤俭节约、总

在不少短版,尤其是实用主义和利己主

老爱幼等等传统美德逐渐的被人民淡忘,

义思想占很大一部分,这种情况自然成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外各种

为了整合优化传播环境路上的绊脚石。

思潮、各种价值观的渗入,在广大的乡村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
村振兴进程的路径探讨

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能
为乡村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乡村振兴是一个宏观的综合性范畴,
囊括了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方方

地区渐渐地弱化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

面面,这一伟大战略更加注重治理体系

教,弱化了正确价值导向的指引工作,更

3.1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基层党组织

的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核心要义是

有甚者,有的的地区曾一度出现了婚丧

的建设,充分发挥其领导干部队伍的引

要通过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农业发展,

嫁娶大肆操办、赌、
“黄”盛行一时的不

导示范作用

从而达到为农民增收甚至创收的目的。

良社会风气,腐朽愚昧的封建迷信文化

乡村农户富裕的程度能从正面反映出新

有蔓延的态势。

乡村建设这一工程所取得成就的大小,
因此可以说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就是

2.3农民民主法制意识淡薄表现为
政治参与度和参与热情普遍不高

镇(乡)政府、村委会、街道办等党
的基层组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
村宣教的主要组织者,他们不仅是战斗
堡垒,也是重要的传播主体。因此这些党

来自于乡村全方位的兴旺发达。在深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法治”既是治

的基层组织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农村改革的进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

国理念,也是治国方略,在各种政治体制

带好头、做好榜样、树立好典型,从观念

值观的培育,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热情,

地国家的实践中也证明了这是一种最为

上应该变得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班

如此便为激活市场、要素和主体保证了

高效的治理模式。同理,对于乡村地区而

子应该齐装满员,正所谓“工欲善其事,

投入,进而产出自然就有保障,农民的钱

言,实现乡村治理的法制化也是乡村振

必先利其器“。要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

袋子鼓了,生活水平上去了,投入的劲头

兴战略的要义之一。反观农村地区留守

文化素养和工作能力,重要的、关键的岗

就更大了,如此一来,这种良性循环带来

人员的现状,法治观念淡薄的现象尤为

位和工作要选用素质过硬、能力够强的

的效益将是可观的。

突出。以农村两委的换届选举为例,一个

干部。要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对软

2 乡村振兴进程中融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现实问题

普遍的现象是村民的参与度较为低下,

弱涣散的组织要加强整改；党组织的相

他们大多认为无论谁当选村干部,并没

关负责人要及时、动态的掌握其组织成

2.1农民理想信念的缺位和呈多元

有什么不同,都是干着同样的工作。这种

员思想、工作状况的一手信息；要深入

“无所谓“的思想所引起的一连串现象

到群众中去听意见,做出科学的研判,

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和自身文化素养

就体现在领导干部缺乏群众监管、贪腐

如此才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

的局限,广大乡村群众普遍追求的是物

现象滋生等方面,从而阻滞了乡村振兴

入践行。

化的价值观导致受众能力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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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用好各种网络媒介平台,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因地制宜融入文化建设
工作中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求我们
既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

带头作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打破其培育困境的壁垒。除此之外,还要

乡土的记忆中。

重视科技创新对乡村振兴带来的驱动力

3.4优化和提升乡村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放
性传播环境

作用,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又好又快
地建成适应时代要求的美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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