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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cultivate the core values, and they have accumulated 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take basic ways to cultivate core values by means to proceed inculcation and infiltra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such as the government, political parties,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schools, media, law, religion, physical, cultural industries, high-tech ways, and
so on. The systematic, rational and critical analysis path of cultivating core values of America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meaning and value on cultivating the socialism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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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美国非常重视培育核心价值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做法是通过政府、政党、中介组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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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法律、宗教、实物、文化产业、高科技等途径、手段和方法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灌输与渗透。系统
梳理、理性分析、批判汲取美国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参
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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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在其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视培育核心价值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系统梳理、理性分析、批判汲
取美国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做法，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2. 通过政府培育核心价值观
当今社会，政府行为对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在全社会的普及与强化起着主导作用。美国政府一直
把培育和宣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作为国家战略，以改造世界的价值观为己任，打着“维和”
与“反恐”的口号进行价值观输出。这一行径遭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谴责，那些美国企图“拯救”的
国家也纷纷起来反抗。1994 年，美国总统把道德与人格教育列入施政纲领，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白宫人格
教育会议、每年拨专款 400 万美元用于人格教育测试和教育活动，并从 1996 年起联邦政府每年另拨 270
万美元资助 10 所中小学创立青少年“品质教育”样板[1]。

3. 通过政党培育核心价值观
政党为赢得民众支持，通过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制定纲领政策以及自身言论、优势和影响力，向社
会成员传递、灌输、宣传、普及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和政党利益的价值观念。例如，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教
育一直是把美国宪法作为最高经典进行传播和灌输，宣扬三权分立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念，突出国民精神教育、公民权利、义务教育。这一点并不因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轮流执政而受到影响。
他们的竞选演说都贯穿着政治鼓动、爱国宣传和价值灌输，引导选民深入思考民族认同、爱国主义等价
值问题，向社会大众推广其核心价值观。

4. 通过中介组织培育核心价值观
社会中介组织凭借其自由、广泛的优势，积极参与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甚至有时候成为一些领域核
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所发起的社会运动，强调世界和平、性别平等、
种族平等、环境保护，丰富和拓展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并为其传播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
参与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阿斯彭品格教育宣言》就呼吁学校恢复传统的品格教育模式，
传授“尊重、责任心、可靠、关心、公平、正义、公民美德与公民素质”等基本价值理念[2]。

5. 通过学校培育核心价值观
美国非常重视在学校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通过开设相关课程或专题，编写教材，规范教师行为，
培育校园文化，开展社会实践，渗透它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和教育理念。在美国，几乎每个班级都挂有
国旗、总统像，在学习日以唱国歌和对国旗宣誓尽忠开始[3]。在中小学，开设公民学、政治学、社会学
等课程，注重把每个个体的道德品质、社会信仰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相结合。在高等学校，开设政治
生活中的道德问题、美国总统制、领袖和领导等课程，注重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他们为了避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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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资本主义的政治道德说教所引起的青年逆反心理，特别强调对公民教育的渗透。他们把道德内容渗入
文学、历史、地理、社会等课程中，渗入课外和校外活动中。

6. 通过媒体培育核心价值观
美国学者马尔库塞指出，“必须记住，大众媒介乍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
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4], p. 9) 作为国家喉舌的主流
媒体，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主要传播者和制造者。政府往往通过发布新闻甚至是假新闻、参与制作节目、
撰写文章宣传政绩，影响舆论和公众。2000 年美国新闻出版署给“美国之音”制定的八条宣传纲领，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 宣传西方生活方式。2) 宣传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人权。3)
宣传社会主义是一种为统治世界而发动战争的侵略势力。4) 煽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
5) 动摇听众对共产党的信任。6) 报道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困难，并把这些困难解释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清除的。7) 宣传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必然向资本主义演变。8) 将
资本主义与时代精神、自由民主相等同[5]。美国在媒体宣传上实行的是意识形态霸权，即把对国家主流
意识形态的宣传置于媒体的主导地位，但其意识形态霸权不是通过压制异议存在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通
过允许异议存在、却将其边缘化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一些美国人所指出的，不管你对“自由”下什么
样的定义，目前我们享受的大众传播，仍是一个和“自由”沾不上边的新闻界；私人企业化的传播工具
根本不会谈起资本主义制度和污染、低劣的居住环境，贫穷及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关系[6]。

7. 通过法律培育核心价值观
美国有着崇尚法治的传统，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形成了依法治国的价值理念。美国
非常注重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定，利用法律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1982 年 4 月 2 日，
里根签署的一项限制《新闻报道自由法》的行政命令，实际允许政府官员随意把已发表的信息重新列入
保密的范围。美国法律还把“不救助危难”、“不报告危难”的行为定为轻罪。美国的道德立法和司法
执法使道德建设有了强大的后盾和保证，不仅形成了较高水平的法治环境，也大大推动了整个社会道德
建设的进程。

8. 通过宗教培育核心价值观
在美国，宗教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手段和一大特色。从历
史上看，美国的道德价值观念源于基督教教义。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指出：“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个人的
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因为“从灵魂上来讲，神拯救的是个人而不是集团，没有一个人因为是基督
团体的成员而获救”，“基督教影响最深的地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最普遍。”“如果不是基督教促
成了独立宣言和宪法制定者的思想，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将不存在。”([7], pp. 51-57) 美国非常重视通过公
民的宗教教育来传输社会核心价值观。在美国，家庭、学校、教堂、街道、旅游景点、社会生活的各个
角落都成为灌输宗教信仰、传播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场所。

9. 通过实物培育核心价值观
美国推行了“场馆教育”、“实物教育”，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美国政府每年拿出专门资
金投资国会大厦、白宫、华盛顿纪念馆、林肯纪念堂、自由女神像等场馆和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向国民
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培育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价值观。各地博物馆也利用一些历史资料、图片、模型、
实物等宣传美国的历史，培养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行价值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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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过文化产业培育核心价值观
美国制造的计算机软件、激光唱片、影视节目、音响制品、形象画面、书籍、杂志等文化产品大规
模地进入全球的家庭、商店和屏幕，几乎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伴随着文化的渗透，美国不断地把其
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输送到世界各地。美国的影视节目常常通过感人至深的亲情友情、哀婉动人
的爱情故事、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等方式宣扬其价值观，充当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充满了强烈
的意识形态色彩。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
“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
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
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生活方式和享乐主义的物质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
否认的。”([8], pp. 34-35)

11. 通过高科技培育核心价值观
随着高科技进入传媒，因特网的广泛运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运用强大而系统的全球信息传播
的网络化，并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传播其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
生活、社会生活的影响，从而从根本上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应该看到，重视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共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
看到了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努力培养属
于本阶级的代言人和意识形态灌输者，控制意识形态的人才队伍、传播工具和思想阵地，将自己的政治、
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作为思想文化灌输给所有社会成员。美国等西方
国家对民众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不遗余力，其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批判地借鉴和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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