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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之思考
卫 莉
渊湖北经济学院 思政课部袁湖北 武汉 430205冤
摘 要院自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个方面的内容就处于不断的建构之中袁然而直至目前大
多没有发展成熟遥 今后我们应该依据价值观的认同与传播规律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院首先袁国
家须通过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创造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根本条件曰其次袁学校教育和大众传媒作为价值社
会化的主要渠道应发挥正面的尧有效的作用曰最后袁通过公共讨论和公民互助等公民互动实践袁为核心价值观的生成
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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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野三个倡导冶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袁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毋庸置言遥 然而袁如何

体人民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袁也已经被改革开放 30 多
年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尧 理论和制度创新成果所

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巩固曰而文明尧民主尧和谐尧自由尧平等尧公正尧法治尧

值观袁使其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袁外化为人们的

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善虽已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

自觉行动袁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问题遥 而要探

的核心价值袁并且有些也基本成形袁但对这些核心

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袁就需要对核心

价值的具体理解和建构方式等尚未达成共识袁在实

价值观当前的建构状况进行具体的分析遥

践上也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遥

一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的建构状况
以野三个倡导冶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渊一冤民主与法治

野民主冶一词源自希腊文袁意即野人民的统治冶或

值观虽然是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

野大多数人的统治冶遥 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含义是指

放以来在中国社会就一直处于自觉的建构之中遥 上

一种价值理念遥 民主与法治渊法制冤是密切相关的袁

的袁 但其中所包含的 12 个方面的内容却自改革开
个世纪 80 年代袁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处在一个反思
与博弈阶段袁 之后经历 90 年代深刻的嬗变袁 到 21

世纪进入价值观重新构建阶段遥 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

野人民当家做主冶遥 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制度形式袁又是
民主必须以法治渊和法制冤加以保障袁并通过法治

渊和法制冤加以推行遥 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所共同追求
的核心价值袁更是中国社会主义重要的核心价值遥

正朝两个方向逐渐发展院一是向多元化尧个体化尧世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还是在社会主

俗化和物质化的方向发展曰二是适应新时代新要求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袁民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

的新的核心价值一直处在不断的建构和发展之中袁

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手段遥 然而袁在个人崇拜盛

如自由和平等尧民主和法治尧富强和文明等遥

行的文革期间袁民主和法治渊法制冤遭到了严重的破

然而袁截至目前袁在 12 个方面的核心价值中袁

已经完全建构起来的只有富强袁即富强既已成为全

坏和践踏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中国不断推进政治体制
改革袁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袁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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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逐渐被确立遥 但是袁

进行交往和交换袁这种自由和平等首先是人身自由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袁政治民主化

和人格平等遥 这样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袁市场主体都

进程和法制建设遇到了两个新情况院一是随着经济

是各自独立尧自由尧平等且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袁以

体制改革的深化袁需要发展更加广泛尧更加充分尧更

及通过自愿结合而成的各类契约化组织遥 市场经济

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袁 需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尧

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契约经济袁是以自由和平等为

丰富民主形式曰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袁公民在法

前提的契约经济遥 由此可见袁市场尧契约与自由尧平

律维权意识增强的同时袁 民主参与意识却有所弱

等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遥

化袁这主要是由于当今中国社会已由过去的野过度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袁个人是家庭尧单位和

政治化冶蜕变为野过度私人化冶和野过度经济化冶遥 由

集体的一分子袁 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没有独立出来袁

此导致了相互关联的两个结果院一方面是公共性的

没有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袁 并且被身份等级所束

隐退袁另一方面是公众开始更加注重个人物质生活

缚袁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也不需要契约化组织和个

的改善袁视之为人生最大目标的功利意识开始在社

人袁因此可以说袁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几乎没

会中蔓延开来遥

[1]渊P201冤

这就出现了一种以单项的利益

有市场和契约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

原则构建秩序的倾向袁相应地袁公民的民主参与意

体制逐步建立和发展袁中国人已普遍接受了市场和

识较为薄弱遥 可以看出袁当前袁民主和法治作为核心

契约的核心价值袁或者更准确地说袁中国人都参与

价值已深入人心袁作为政治制度却需要进一步发展

了对市场和契约以及建基于其上的自由和平等等

和创新遥 虽然中国社会近年来在民主和法治建设上

核心价值的建构遥 然而袁不容回避的是袁直至目前袁

取得了很大成绩袁但所存在的诸如民主和法制制度

中国的市场发展得仍很不成熟袁还存在着很多不健

不健全尧公民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欠缺等问题依然

康的市场意识袁以为市场经济是不讲规则的袁甚至

较为突出袁而且野以言代法尧以权压法尧徇私枉法冶等

把市场经济直接等同于野赚钱经济冶袁这显然是对市

与民主和法治背道而驰的现象还普遍存在袁这些都

场经济的严重曲解遥 由于市场的不成熟及历史传统

严重影响着民主和法治等核心价值的建构遥

方面的一些原因袁中国社会的契约关系还没有建立

渊二冤自由与平等

起来袁即还没有完全取代家族关系尧权力关系和人

自由和平等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孜孜以求的

情关系袁相应地袁人们的契约意识也没有完全树立袁

价值理想和核心价值遥 历史上的思想家关于自由的

以市场和契约为制度前提的核心价值自由和平等

论著汗牛充栋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也从哲学自由和社

的基础自然就不牢遥

会自由的双重维度阐述了自由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袁

渊三冤其他方面的核心价值

可以说袁自由是马克思尧恩格斯论述未来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内

社会最核心的价值范畴遥 因此袁自由也是社会主义

容是内在地有机联系在一起的遥 当前袁民主与法治尧

的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遥 而除了自

自由和平等的建构尚未完成袁那么公正即公平和正

由之外袁平等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根本的

义就难以得到有效保证遥 公平问题已经凸显为当今

核心价值袁或者说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袁平等是一个

中国的重大社会问题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失范

比自由具有更高价值的核心价值袁因为从根底上决

和价值失序遥 因而袁公正作为核心价值的构建也更

定社会主义本质的就是平等遥 野平等袁作为共产主义
的基础袁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根据遥 冶

[2]

加任重而道远遥 如果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得不到
保证袁那么国家和社会的文明与和谐就只能是一种

需要注意的是袁我们并不能仅仅直接论证自由

奢谈遥 完整的中国社会主义文明体系包括物质文

和平等的价值袁这是因为自由和平等不仅具有自足

明尧精神文明尧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袁社会主义和谐

的独立价值袁而且也是建立在市场和契约基础之上

社会包括人与人尧人与自然尧人与社会的和谐袁倘若

的袁 市场和契约为自由和平等提供了本体性根据遥

离开了民主尧法治尧自由尧平等尧公正袁任何一种文明

自由和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原则袁是市场经

与和谐都无从谈起遥

济的法律前提遥 以商品的等价交换为核心价值的市

由此可见袁当今中国袁作为国家层面和社会层

场经济势必要求市场主体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

面的核心价值并没有完全建构袁也因此袁个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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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价值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善的基础非常脆

弱遥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2013 年发布的叶社会

利是图尧坑蒙拐骗尧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在中国大
地泛滥遥 而对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袁他们对权力

心态蓝皮书曳指出袁目前我国社会情绪中存在的负

和财富的羡慕往往会因欲望受阻而转化为嫉妒尧怨

面情绪基调不容乐观遥 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

恨和对社会的仇视遥 也就是说袁近些年愈演愈烈的

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袁社会事件的引爆

价值观失范现象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变化了的社

点降低遥 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在 2012 年进一步

会环境引起的袁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袁必须规

下降袁并已经跌破及格线袁人际间的不信任进一步

范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袁 从本源上净化社会环境袁

扩大遥 而仇恨尧愤怒尧怨恨尧敌意尧不信任等负面情绪

而这只能由国家来完成遥 国家作为核心价值观最重

则与需求的不满足尧 社会阶层的分化等有密切关

要的建构主体袁必须通过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

系遥 可以看出袁这些与爱国尧敬业尧诚信尧友善背道而

排袁创建大众认同所必需的社会生态环境遥

驰的负面情绪的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

从社会结构上看袁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维系是

出现的负面因素袁而当前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核心

建立在经济尧政治尧社会之间以及国营企业与民营

价值的不成熟必然使得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面临

企业之间尧大中小企业之间结构相对平衡基础之上

一个艰难的重构过程遥

的袁反过来说袁经济尧政治尧社会以及国营企业与民

二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分析

营企业的结构失衡是导致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解

一般而言袁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不是自发形

体的重要原因或结构性因素袁因为这种失衡必然导

成的袁而必须由国家有意识地构建与推广遥 国家往

致社会结构的空心化袁进而导致核心价值观凝聚功

往视情况采取两种对策院在人民的取向与政府导向

能的丧失和核心价值观的解体遥

一致的领域袁国家设法维护和加强这种价值的同一

道德问题所言院野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

性曰在人民的取向与政府导向背离的领域袁政府往

生和发展的结构袁那就是经济尧社会尧政治三者之间

往通过设计各种机制来改变社会的取向袁使之与自

的平衡遥 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

己的导向产生共鸣袁这是一个濡化的过程遥 濡化机
制的作用是诱使社会成员将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

己的行为准则遥 野树德莫如滋冶袁推行和维护核心价

[1]渊P264冤

诚如有学者就

和发展曰反之袁道德就会面临解体遥 冶[4]道德如此袁核
心价值观也是如此遥

除了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外袁国家还须建立完

值必须依靠一整套持续不断的灌输机制遥 当然袁这

备的制度体系袁为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制度基础

里的灌输不是野大水漫灌冶袁而是野随风潜入夜袁润物

和制度保障遥 制度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

细无声冶式的灌输袁倾盆暴雨式的宣传迟早会造成

规范人们的行为尧 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袁

意识形态的野水土流失冶遥

[3]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

具有约束尧导向和激励的功能遥 制度赋予社会成员

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状况袁可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有

包括权利在内的各种利益袁而利益需要则是大众对

效培育核心价值观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首要缘由袁也是其最直

渊一冤国家通过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体系创
造核心价值观内化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袁意识形态是由特定的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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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尧最现实的认同动因遥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袁
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袁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冶袁

尤其野耶价值爷这个普遍性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

础决定的袁不同阶级的思想观念都与他们在现实社

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冶袁 霍尔巴赫

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生产关系有关遥 价值观作为

也曾指出野利益是人们行动的唯一动力冶遥

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袁也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

益的召唤才能使价值主体感受到自觉认同价值规

状况决定的遥 近些年中国社会价值观领域的野混乱冶

范的热情袁并真正获得价值认同的动力遥 制度不仅

或野混战冶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引起的社会环境的变

通过赋予社会成员利益而起着引导和激励的作用袁

化导致的遥 市场经济滋生了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的

又通过规定社会成员的责任尧义务起着规约和整合

观念袁被市场竞争尧贫富分化尧西方幻境激起的无限

的作用遥 因此袁加强制度建设袁让核心价值观通过制

物质欲望注定不会全部实现袁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

度的中介和实践的途径现实化袁是培育社会主义核

自己的欲望袁很多人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遥 于是袁唯

心价值观的必然选择遥

[5]

正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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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核心价值观应有效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校评判学生的标尺是成绩袁教育主管部门评判学校

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院野教育在于使年轻

的标尺是升学率和就业率袁 其他一切则不过是点

一代系统地社会化冶遥

[6]

在世界各国袁学校教育都是

缀遥 在这样的氛围下袁社会核心价值观即使编入教

提高民众政治忠诚度和形成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

材尧走进课堂袁其教育的成效性也难以得到保证遥 因

体系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遥 比较研究揭示袁影响各

此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

国教育制度演化的首先不是经济发展尧 工业化尧都

是实效性的问题袁相关部门应提供长效的制度保障

市化尧群众运动袁而是国家形成过程的特性和对维

机制袁使核心价值观教育逐步发展成为国民教育的

[3]

持社会秩序的焦虑遥 事实上袁现代国家和现代国民

基本任务袁在教学中受到应有的重视遥

教育制度的形成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遥 在现代国

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还应注意方式

民教育制度形成之时袁 许多教育改革者都主张袁学

方法遥 价值观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心悦诚服袁而不

校教育的首要目标与其说是治理文化的熏陶袁还不

是机械灌输袁这就需要根据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和成

如说是拯救正在沦丧的道德遥 这是因为国民教育在

长规律袁构建德育课程体系和创新教学教育方式方

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文化尧 加强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尧

法遥 尤其对于大学生而言袁其是按照自身既有的生

提高民众政治忠诚度尧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能够

活态度尧 接受能力以及发展需求来选择教育信息

扮演独特的作用遥 研究比较教育制度的英国学者得出

的遥 他们对核心价值观有一个接受度的问题袁接受

如下结论院野19 世纪的教育体系开始担当起促进国

的程度取决于其对核心价值观有无浓厚的兴趣和

家道德尧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任务遥 它成了世俗

执着的追求遥 因此袁为了取得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良

的教堂袁其任务在于同化移民文化尧改良宗教信条尧

好效果袁教育的实施者必须把握学生的心理特征和

推广指定的标准国家语言尧打造民族认同感和民族

接受能力袁依据学生的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方式方

文化尧普及常规理性的思维习惯尧鼓励爱国尧灌输道

法遥 如果无视学生的生活态度袁超出其接受能力袁学

德纪律等等袁其中最重要的袁是灌输统治阶级的政治

生就会对核心价值观毫无兴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遥

经济信条遥 它有助于建立市民的主人翁意识袁强化国

在学校教育之外袁我们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思

家对人民的职能以及人民对国家的义务遥 冶

想教育渠道袁那就是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定期进

显而易见袁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对国家建

行的政治学习遥 当前袁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设和民族性建设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它延伸和强化

宣传教育尧 政治学习正在全社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遥

了国家对社会尧家庭和个人的渗透与规范袁同时在

不可否认袁这样的政治教育对于核心价值观社会化

儿童吸取知识的最佳年龄灌输了由国家制定的知

有着一定的意义遥 然而袁不容回避的是袁这其中也存

识结构和价值观遥 由此袁为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着不少问题遥 实事求是地讲袁这样的政治学习多

观真正在全社会成长起来袁就应该从小抓起袁从教

半是在例行公事袁主要是做给领导尧主管部门看的袁

育入手袁其中不仅包括基础教育袁还要深入高等教

难以起到思想教育的真正成效袁甚而会引起被教育

育尧职业技术教育尧成人教育各个领域袁让学校教育

者的不良情绪遥 在这里袁我们有必要强调野教育冶和

[7]

成为价值社会化的主要渠道遥
当然袁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袁学校虽然是价值社

野学习冶尧野政治冶和野道德冶尧野政治教育冶和野思想教
育冶之间的复杂关系遥 很容易脱离公民自愿学习的

会化的重要渠道袁但其在传播核心价值观方面却并

有组织教育活动尧曾经而且将来也很可能受非道德

非天然平台袁这是因为学校兼有教学和教育双重功

现象连累的政治行为袁以及原则上只涉及人们的一

能袁 而教学功能可能压缩教育功能的资源和时间遥

部分思想即只涉及人们的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的

目前我国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遭到了市场力

政治教育袁对于改善我国目前的社会价值观状况的

量的严重侵蚀袁一直被人们看做高尚尧伟大的教育

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遥

事业弥漫着浓厚的商业气息袁学校中的思想政治教

和野思想教育冶做适当区分的必要性袁与只涉及人们

育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遥 从表面上看袁大中小

的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的野政治教育冶不同袁野思想

学校都在安排思想政治课袁而在实际中袁教书比育

教育冶的内容可以是超越政治的精神价值尧超越特

人更重要袁可以商品化的知识比品德更重要袁各学

定公共角色和社会身份的人生意义遥 在对社会主义

[8]

这里特别强调把野政治教育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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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中袁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

现核心价值观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曰二是

活尧普遍价值和政治价值适当分开袁有助于防止恒

通过推典型尧讲故事的方式生动化尧立体化地弘扬

久的精神价值受多变的政治因素的太大影响袁防止

核心价值观袁对不同领域尧不同群体的典型事例进

因为与政治有关的负面记忆和负面评价而产生对

行宣传袁充分挖掘典型身上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的

精神价值的不敬与不信遥

价值追求和基本理念曰三是以优秀的艺术作品作为

渊三冤大众传媒应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

核心价值观的艺术载体袁在选择电视剧作品时以核

报刊尧广播电视尧网络尧手机等大众媒体的传播

心价值观为衡量剧目质量的首要标准曰四是积极探

与宣传是价值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渠道遥 大众传媒

索如何在微博尧微信等新媒体领域传播核心价值观遥

是制度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袁信息通过制度化的渠道

渊四冤公共讨论和公民互助为核心价值观的生

传达给受众遥 一直以来袁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大众

成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

传媒的宣传与传播功能袁但是大众传媒既有积极的

教育和媒体作为价值社会化的途径是自上而

一面袁也有消极的一面遥 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袁媒

下的袁即核心价值观由国家至社会再至公民个人的

体既承担着传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责任袁也有追

构建路径袁这种由国家主导的构建路径是行之有效

逐商业利润的动机袁市场竞争越激烈袁媒体的行为

的遥 然而袁我们并不能忽视自下而上的构建路径袁即

越有可能背离自己宣扬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遥 媒体

核心价值观由公民个人至社会再至国家的构建路

最看重的是收视率尧点击率尧发行量袁为此袁它们可

径遥

以想方设法从内容到形式迎合读者尧听众尧观众袁比

们为公众的主观野立法冶袁公众也不是被动地接受某

如许多美国好莱坞电影一方面宣扬诚实尧 善良尧乐

种核心价值袁而是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基础上自觉创

于助人等高尚情操袁同时又充斥犯罪尧暴力情节遥

造核心价值袁只有通过群众参与的实践活动才能把

[1]渊P268冤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是官方和精英

中国的媒体也不同程度地遭到了市场经济的

核心价值观从由上而下的概念化进程转变为由下

冲击遥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而言袁从表面

而上的践行和升华进程袁从而为核心价值观的生成

上看袁各级各类媒体卯足了劲袁相关宣传铺天盖地遥

奠定坚实的生活基础遥 公民在实践基础上构建核心

而这主要是出于主管部门的压力袁实际上由于宣传

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就是公民的互动袁因为任何价值

不赚钱袁很多媒体往往满足于照本宣科袁局限于固

体系都是公民互动的产物遥 在现代社会袁有两类公

有的口号式教条型传播路径袁用生硬尧单调尧刻板的

民互动深刻地促进着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院一是公共

说教去野轰炸冶人民袁不愿也不会将宣传寓于群众喜

讨论曰二是公民互助遥

闻乐见的形式遥 当前媒体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共讨论是指公民公开地就某一问题交换意

的宣传主要存在着两个问题院 表达方式的抽象化曰

见或进行辩论袁它既是现代民主的主要形式袁又是

传播路径的单一化遥 这已成为大众对核心价值观认

核心价值观构建的必要前提和重要途径遥 公共讨论

同的客观障碍遥 虽然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冶频繁出

需要公共空间袁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巨

现在大众面前袁但实际效果并不见佳袁大多数群众

大的公共空间袁而这个公共空间对公共讨论而言既

并不知晓其所承载的深刻内涵遥 核心价值观这种抽

是挑战也是机遇袁一方面它给予人们表达自我的机

象化尧单一化的传播不仅难以获得大众的认可和接

会袁另一方面参与者由激情而非理性控制的表达往

受袁甚至不同程度地引发了抵触情绪遥 有的媒体为

往与公共讨论的目的相悖遥 因此袁在关于核心价值

了提高其发行量尧点击率和收视率袁出现了一边宣

观的公共讨论中袁 应该引导公众运用交往理性袁在

传核心价值观一边消解核心价值观的现象遥

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充分的对话袁让广大公民对核心

价值观培育属于长期的国家行为袁如果没有制

价值观进行充分的思考袁 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意

度性安排来整体布局尧梯次推进袁所谓野基层首创冶尧

愿袁经过充分的公共讨论袁实现个体表达向公共理

野微观搞活冶必然东鳞西爪袁无法达到预定目的遥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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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转变袁最终形成公民共同遵守的核心价值体系遥

体宣传更是如此遥 为了使媒体充分发挥价值观社会

公民互助是社会得以存续的重要机制袁人类的

化的正面作用袁国家应通过相关激励和约束制度引

基本美德和核心价值即源自于此遥 在传统社会袁社

导媒体从以下方面积极探索院一是在新闻报道中体

会成员的互动主要局限于熟人圈子袁而现代社会的

卫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之思考

公民互助还体现在陌生人之间或公共生活中袁公共
生活中的公民互助是形成诚信尧友善尧集体主义和
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的沃土遥 近几年中国社会志愿
者人员和活动的激增是公民互助发展良好的体现遥
志愿服务体现了传统美德与现代文明的结合袁志愿
者不计得失袁不计报酬袁从社会最需要解决的事做
起袁以其自身的示范效应来唤起社会良知袁在服务
社会尧帮助他人的同时弘扬了助人为乐尧与人为善的
中华传统美德遥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社会上的
不道德尧不文明行为发起了冲击和挑战袁对于净化
社会环境袁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文明素质袁建构与
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遥
三尧结语
以上四个方面的培育路径是具有内在联系的
统一整体遥 其中袁国家通过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安排创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袁是核心价值观生长
的根本条件遥 如果没有规范而良好的社会秩序袁无
论采用怎样科学合理的传播手段袁核心价值观的生
成都是奢谈遥 学校教育和媒体宣传是核心价值观社
会化必不可少的手段袁 而这又必须和公民互助尧公
共讨论等公众实践结合起来袁因为价值观最终成长
的土壤是大众的生活实践遥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最终目标是大众认同并外化为自己的行动袁要
达到这一目标袁就必须在构建路径上实现自上而下
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和双向贯通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是一项
十分急迫的工作袁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袁
道德的形成是长期的尧和风细雨式的遥 我们一方面

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宣传工作袁另一
方面也要避免倾盆暴雨式的宣传可能导致的意识
形态野水土流失冶遥 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是要培育
适宜价值观生长的沃土袁 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遥
在这个过程当中袁需要各种力量的参与尧各个方面
的支持袁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力行袁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遥 只有全社会持之以恒地
共同努力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中国的大地
上生根发芽尧茁壮成长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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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Ways of Cultivat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WEI Li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of twelve words have been construct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ut they are
not mature now.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ways of cultivat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propagation. Firstly, the nation should create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for the mass identification by reason鄄
able social structure and system arrangement; secondly, as the main channels of the value socialization, the school and the
mass media should play positive and effective roles; Finally, the citizen interaction such as public discussion and citizen mu鄄
tual aid can lay solid lif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Key words: China; socialism曰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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