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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Chinese drea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hilosophy is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refore, we must proceed from the scientific and logical preciseness of the theory, and understand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Chinese dream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needs of the socialist movement. Chinese dream is not a “secret” in the famous
mountains.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can effectively make the Chinese dream “master the
masses” and turn it into the “material strength” of the masses’ conscious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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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中国梦”的逻辑起点是唯物史观。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的科学性和逻辑的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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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出发；从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现实需要出发去理解中国梦的深层含义。中国梦不是名山里的“秘
密”，“基层传播”这一方式可以有效让中国梦“掌握群众”并外化为群众自觉行动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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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 p. 5)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
一次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提出这一庄严宣告。与之前不同的是，十九大报告对中国梦的论述，目标更加
明确，路径更加清晰，内涵更加广阔，配套更加全面。

2. 中国梦基层传播的内涵
中国梦向基层传播是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大众化的重要实践进程。从系统与要素的范畴
看，中国梦的基层传播这一方式是实现中国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从内容与形式的范畴看，中国梦向基
层传播是实现中国梦道路上一项大的工程；从联系与发展的范畴看，中国梦向基层传播既有社会背景下
的相对稳定性，又有立足于实践进程的持续推进性。从现象与本质的范畴看，中国梦向基层传播不能简
单等同于将中国梦大众化的单向度的传输过程，它应该是一个双向度的实践进程。

2.1. 中国梦大众化的载体解析
中国梦的基层传播需要三个载体，分别是组织本体、传播载体和接受主体，三位一体构成了分工不
同、相互统一的有机系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梦的设计师，是推动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的中坚力量与核
心支柱。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动员各级组织机构、广大党员同志积极参与到中国梦的实践中来。另
一方面，中共各级党委应该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及各上级党委的指令。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的宣传载体，
包括了各级宣传部门、理论研究机构、国民教育系列院校及主流媒体等，相对于领导主体，传播载体在
中国梦的实践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作为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的终极目标，人民群众则是中国梦
向基层传播的实践主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综上所述，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的三大载体，居于不同地位，
但又对立统一，发挥着各自的优势。

2.2. 中国梦大众化与时代化的逻辑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 p. 10)中
国梦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应该与中国具体实践、中国具体国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紧密
结合”在一起。中国梦大众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和当今时代相结合，使中国梦积极回应时代要求，赋予其
“时代特色”。中国梦的大众化进程是中国梦由理论逻辑上升到实践逻辑的转换过程，是中国梦由原来
的“小众掌握”到“大众掌握”的跨越过程。中国梦的大众“化”也正是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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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梦的大众化和时代化极具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

3. 中国梦基层传播的现状及成因
当前我们处在一个网络高速发达、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社会，多元化的文化以及不同的价值观时
刻影响着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价值冲突与价值认同的问题同时存在着，多元化的价值冲突使得中国梦
向基层传播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如何正确分析并解决多元价值冲突以及价值认同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梦
大众化的困境所在。

3.1. 对西方价值观渗透我国核心价值观的批判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而急剧转变。
与此同时，国人的价值取向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例如，《蜘蛛侠》、《钢铁
侠》、《速度与激情》等美国电影受到大批中国影迷的追捧，而电影表现的就是典型的西方个人英雄主
义。“美国化”的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后，不仅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将美国文化、世界观和
价值观直接输入中国，这些影视作品从表现形式看，似乎只是放松身心的精神消费，但实际上西方的文
化和价值观念已经潜移默化的渗透到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以致失去了民族性。

3.2. 网络公众话语空间结构本末倒置
新媒体传播形势下，新媒体传播重表现形式轻价值导向。借助互联网的发展，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
性增强，信息发布的门槛变得更低，受众的参与度大幅提高。受众可以很容易的通过论坛、微博等渠道
发布极具主观色彩的信息，甚至一些当红博主他们成了精神领袖，操纵舆论的走向，影响人们的价值判
断和价值选择。近些年来，网络直播如雨后春笋般涌入人们的生活，更是掀起了打赏主播、刷礼物等一
系列热潮，主播们凭借低俗不堪的语言、暴露的衣着吸引了大批观众。这就是新媒体只注重传播形式上
的群众参与度，没有将价值导向作为重要参数的典型事例。新媒体传播并没有做到对信息发布监管与控
制，尽管传播的互动性决定了新媒体不可能绝对控制言论，但是媒体必须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导权。新媒
体盲目地进行商业化运作，只追求民众参与热度和高的点击率，而不注重传播信息的内容和质量，势必
会导致网络公众话语空间结构的本末倒置，从而导致广大群众在价值观认知上会产生偏差，这不仅阻碍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同时也阻碍了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的实践进程。

3.3. 市场经济体制下集体主义意识弱化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一只无形的手参与管理。残酷的竞争模式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作
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存在。“存在即合理”，他们努力在寻求自身存在于这个社会的立足点。在这样
的逻辑前提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不可能扎根于基层群众的心目中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导致企业及
个人更注重寻求自身的“个性”发展，而忽略了社会之所以能繁荣昌盛所需要的“共性”。每个人最大
程度地运用自己的资本，希望自己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市场经济模式下，个人与企业之间
是一种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关系，追求团队精神下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不同于集体主义的是，这种模
式下个人的主体性逐渐突出。市场经济的模式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必须承认利益的双向性。2015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当
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 p. 264)。其实自利和利他是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对别人利益的尊重，才能更好地帮助自身对利益的追求。市场经济充分承认追求个人利益是合理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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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该建立平等对待的伙伴关系、建立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
意义上深入基层，中国梦才不仅仅是梦。

4. 当代中国梦基层传播的途径与方法探析
4.1. 中国梦作为标志性名片
构建民族化话语体系是中国梦作为标志性名片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梦对西方文
化既有外在的拒斥性，也有内在的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与中国梦交集融汇，正在于两者在诸
多方面可以耦合。中国梦“实践第一”的个性与中国传统文化“通经致用”的实用理性具有相容性；中
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与儒学心性修养学说具有一致性；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达到
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和儒家“大同”的社会理想有着相通性；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哲学”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思想有着内在关联性等。这些内藏的耦合
点，使中国梦紧紧的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极大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
但中国共产党人用一次次的切身实干，将马克思主义吸收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进程中来。
中国梦巧用西方话语规则对外传播，并且成功融入到了全球话语体系中来，既包含了国际化的共性，又
具备了中国化的个性。

4.2. 有效利用网络公共话语空间
充分借助新媒体短视频的吸引力是有效利用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重要举措。习近平对发挥新兴媒体
作用给予高度关注。他明确指出：要“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
[2]。利用新型媒体和简洁精炼的主题视频进行宣传可以消除大众的审美疲劳，往往能起到很好的传播效
果。比如说，“光荣与梦想”——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公益宣传片，就是通过新媒体短视频的魅力向全社
会宣传中国梦，在基层人民群众当中引起激烈的反响与回应；党和国家形象英语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
你一起在路上”就在国内外产生良好的反响；新版中国政府网英文版的上线，也正式创建了面向国际社
会传播的网络信息平台。英文版设计了总理风采、最新资讯、政策发布解读等六个一级栏目以及 30 多个
二级栏目。新版的中国政府网英文版面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梦的声音，追求国际化互动交流平台，展示
关于实现中国梦的决心。总言之，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充分利用，不仅仅使中国梦具备了直观性和可操
作性，而且是专门就“基层”而言的“特殊作品”，更具针对性和感性现实性。

4.3. 根本性原则：突出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民的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1], p. 8)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重大民生问题的根本性的解决将大大增强基层群众对中国梦
的价值认同.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政治生态、社会思想文化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化，将使中国梦向基层传播具备了更好的现实条件、将使中国梦大众化更加的深入
人心。“十三五”规划纲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同时也为中国
梦向基层传播创造更好物质基础。此外，通过理论武装帮助基层人民群众更好的意识他们的实践主体地
位，成为了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的出发点和重要前提。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因此，必须关注群众切身利益、满足基层群众合
理诉求，马克思曾指出：“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4]我们党在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上
所体现出的“大智慧”是取得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大前提”，同时也是推进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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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中国梦向基层传播“符合中央精神，符合中国实际，符合客观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
物论、辩证法、历史观、认识论、系统论等维度对中国梦向基层传播展开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既是中国
政府的顶层需要，也是中国梦战略实践指导的需要，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与实现自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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