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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the realistic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studie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he existing predicament and the practice strategy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and made a fruitful discussion on the necessity, the
restrictive factors, the realistic mechanism, the concrete dimension and the basic path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leading and integrat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ulture. However,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rural cultural development needs to be examined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n the realistic path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 needs to b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in the rural are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ore values into the innovation of the peasants’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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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现实要求。当前学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现存困境与实践方略进行了研究，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并融入农村文化发展的必要性、制约因素、现实机制、具体维度和基本路径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但是，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还有待于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
来审视。同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的研究，还需要从主流意识形态话
语传播、农村地区特色地域文化发掘、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创新等角度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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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农村文化产业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将近
40 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深化了文化发展重要性
的相关认识。这就是党的十二大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三大提出“争取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十四大提出“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十五大提出“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十六大报告提出“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十七大提出“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等。而建设文化强国的重点在农村，推进农村文化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外在要求。当前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必要性、内在意蕴、现存困境与挑战、基本思路、实现机制、重要举措
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然而，对农村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还有待于上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高度来审视；同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等问题的研究，
还有很大的研究拓展空间。

2. 学界研究农村文化发展的多重视角及其观点
关于农村文化发展这一课题，学术界从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
会的构建、全面小康的建成等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本文全方位梳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农村文化发展的相关文献及其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
一是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新农村文化发展情势。有论者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农村文
化发展这一重要问题，认为“统筹城乡文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
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1]为此，该论者还提出了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的民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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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大力扶持和培育农村文化产业”，坚持以政府主导为前提，拓宽文化空间与促进文化共享等。这
些论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大思路下促进城乡文化的一体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视角。
二是从农民心态的变化审视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向。有论者指出，现阶段部分农民的生活观
念开始向高层次和多元化转变、消费观念上娱乐型和攀比心理不断显现、婚姻家庭观念上的民主型和自由
型以及金钱观上的重利轻义有所凸显等等。但是，封建残余思想、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仍然拥有一定的思
想市场，农民群众的社会参与观念和法治思维有待增强。那么，在认识到农民心态的变化的客观前提下采
取综合措施来平衡农民文化心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来助推农村文化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2]。
三是科学发展观视域下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前些年学术界很多学者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探讨了新
农村文化发展的意义、任务、影响因素、现实对策和未来走向等一系列问题，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围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问题，提出了重塑文化主体、健全文化
载体、创新文化形式和强化文化地位等重要观点。
四是信息化发展背景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探析。有论者对新农村文化发展中信息化服务方式的应用
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其就农村地区关于农村数字家园、数字图书馆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有些不合乎
大多数农村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该论者的关于信息化背景下农村文化发展中信息服务方式的应用恐怕
只适合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农村状况，西部地区乃至一部分中部地区的农村文化发展中文化设施状况是达
不到这个水平的。值得一提的是，该论者初步论述了信息化发展对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以及
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应坚持加大信息化条件下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农村优秀
文化遗产挖掘保护、促进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开展等重要举措[3]。这些论述为当前通过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指导。
五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发展状况。有论者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视角分析农村
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现实困境以及发展对策，认为乡村文化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实质和灵魂，指
出了乡村文化发展中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文化发展主体过于单一、文化发展的供需机制不协调等障碍，
为此提出了要重构乡村文化管理体系，以及在挖掘乡村内在资源中打造乡村文化的特色品牌[4]等。
六是以人为本视角下新农村文化发展研究。有论者认为在农村文化发展中，农民是文化发展的受益
者、创造者和推动者。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的主要困境就是农村文化建设中相对忽视
了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特别是在向现代社会的急速转向中，文化发展没有很好地做到为农民群众的生
活服务、依靠农民群众去发展农村文化，以及切实做到农村文化发展的成果由农民群众共享。因此，该
论者指出了农村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挖掘、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社会
力量参与、农民自办的关系，处理好植入与生成的关系，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从而促进以人为本
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协同发展[5]。

3.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发展的基本问题及其观点
一是关于文化发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重要意义的认识。关于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论者
认为发展农村文化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良好风尚，也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养和劳动热情。也有论者认为，发展农村文化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还指出发展农村文化是推动农村市场化的前置条
件，进而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发展现实对策的思考。有论者主张要坚持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引导，
充分挖掘我国农村的优秀文化传统，打造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发展的生长点；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
投入力度，不断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强化农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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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切实抓好农村的文化市场培育和管理；还必须强化对农村文化发展的组织保障和党委领导[6]。
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第一，“四种路径说”。有论者指出，要通过提高农村
基层领导干部对文化建设的认识、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建立高素质的文化工作队伍等思路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发展繁荣。第二，“三种实践方略说”。
有论者认为，当前应该提高新农村文化建设意识，加强正确舆论引导；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拓宽资金来
源渠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创新人才使用机制等，进而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快速发展。
四是关于新农村文化的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有论者认为，推进农村文化发展，必须对其发展战略
进行宏观的顶层把握，这就包括确立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动关系、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新农村文化
的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新农村大文化体系[7]等。
五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特征及演化趋势。有论者认为，新时期的农村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重要内容之一，具有地域性、历史传承性、季节性和丰富性。同时，新农村文化建设表现出加大农村文
化设施建设力度、大力繁荣农村文化市场、壮大农村文化建设队伍、抓好农村特色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等
趋势[8]。
六是关于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解读。有论者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的地域空间相与实施主体、基本目标都一致，是互为依托、
相互影响与促进的[9]。也有论者就农耕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应对传统农耕文化进行现代解读”[10]。这些研究成果还是初步的，有待拓展。

4. 当前制约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的瓶颈与障碍因素分析
关于制约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与瓶颈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一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说”。
有论者从文化阵地建设、队伍建设和活动的内容方式的角度，对制约当前新农村的文化发展的瓶颈进行
了详细阐释，即基本文化阵地投入不足，严重影响新农村文化活动的开展；基本队伍建设人才不足，严
重影响新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的进程；基本活动内容和基本活动方式建设缺乏创新，难以满足农民精神生
活的需求[11]。针对这些制约因素，该论者指出要尽快出台农村文化阵地建设相应法规、在特色上下功夫
进而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等，来促进农村文化的发展繁荣。也有论者分析到当前新农村建设中面临
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困境，这就是农村文化在发展中深受封建传统的影响，造成文化的保守性较为明显；
农村文化的发展速度与社会生活的改善、经济改革的推进相比，显得稍微缓慢；市场因素对农村文化的
发展环境进行冲击，封建文化活动和拜金主义、攀比之风有所抬头，失范现象增加；部分基层的农村干
部对文化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农村文化的市场发展严重不足[6]。
二是“某种因素主导说”。有论者认为，“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需求”，即县乡
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能力较低、企业和个人向农村文化建设投资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农
村文化人才匮乏已严重影响到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12]。还有论者指出，当前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存
在着“落后和腐朽的文化日益兴盛，已灭绝的社会现象沉渣泛起”的问题，即“不良的文化现象弥漫在
农村，侵蚀着农民，使广大的农民深受其害、意志衰退、精神空虚，此消彼长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新农
村文化建设”[13]。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前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是通过实证分析法对某一地域的农村文化发展现实困境进行剖析，也倾向于“多种因素影响说”。
譬如，有论者分析了湖北省京山县的农村文化发展现状，认为文化设施建设落后、农村文化活动形式单
一、农村现有农民年龄结构与知识结构特征影响了文化的传播、农村文化队伍散失，使得广大农民群众
的现实文化需求同当前农村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之间的矛盾加剧。而且，农村文化相关机构设
置也存在着缺少“最后一公里”的严重问题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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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机制探讨
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实践机制，是为了适应农村文化生活的多样化、自主
性和低层次性、不平衡性等现状的需要，也是为了解决当前农村文化发展的内容与形式同农民群众的实
际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的需要，更是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大众化传播，进而
培养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
有论者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农村文化发展的实现机制，具体包括动力支持机制、目
标实现机制、环境优化机制、服务保障机制等[15]。通过这些相关机制的完善与创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提供可靠的外在保证。但必须认识到，农村文化发展的主体的农村群众，只能把
这一关键的力量主体调动起来了，才能真正夯实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这就要求创新农民群众参与
文化发展的机制体制，增强其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人翁意识，实现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夯实农民群众主体
力量的有机结合。
此外，有论者指出要建立农村文化投入的长效机制。通过农村文化发展长效投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确保农村文化发展资金投入的稳定性，解决当前农村文化发展中资金不足的瓶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保障。

6. 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若干维度及其观点
本文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述评，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内容，所以不妨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
基本思路，进而能够深化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认识。
关于此问题，有论者认为我国农村文化发展要求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决
定了我国农村文化的发展方向。该论者还论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四个维度，这就
是我国农村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维度，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我国农村文化发展中的指导地位上；
农村文化传承的历史维度，这就要求在发展农村文化过程中必须不断地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丰富
我国农村文化的形式与内涵；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载体维度，主要是在农村文化发展中要营造弘扬正能
量的媒体文化[16]。
除了上述这四个维度之外，笔者认为也可以从农村文化发展的组织保障维度、农村文化发展的社会
环境塑造维度以及农村文化发展经验借鉴维度等进行探讨。只有从多个维度进行全方位地梳理和探讨，
才能够解决当代我国农村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重视程度不够、文化设施落后、文化内容与形式陈旧、农民
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文化发展的思路不清等问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地融入进农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提升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素养提供可以借鉴的思路。

7.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方略分析
当前学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文化发展的具体措施与路径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创造
性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我国农村文化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政策指导。
纵观学界的相关成果，有的主张以“五大发展理念”推进农村文化扶贫攻坚，有的着重探讨大众传
媒在新农村文化发展中的功能与具体思路，有的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发展繁荣，
还有的主张以“文化墙”为载体来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发展。特别是通过“文化墙”这一载体来助
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文化发展的创意与思路，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可以作为全国各个农村
地区文化发展的实践方略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有论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新当代我国农村文
化发展的实践路径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新农村文化发展的意义重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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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农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组织建设滞后、资金仍然偏少、运行和考
核机制有待完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对民生的关注不够等问题。为此，有些论者还提出了要
切实抓住“提供公益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这一主线，抓好“发展市场化的文化产业”这一关键环节，构
建新农村文化发展的农民权益保障平台、科技服务平台、新媒体运用平台，打造城乡互动的人才通道、
资金通道和文化下乡的交流通道等。可以说，这些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新当代我国农村文化
发展的实践路径的论述，为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政策参考和路
径依据。
当然，不难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方略的探讨还处于初步阶段，
还有待于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农村地区特色地域文化发掘与创新、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民生产生活
方式的创新等角度，进一步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实践方略。

8. 研究评析与未来展望
纵观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相关成果与目前进展，可以看出学界
从多个视角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现实困境、政策选择和实践路径等，特别是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机制、基本路径和实践方略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这些研究
成果为当前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但是，对农村文化发
展的战略定位，以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选择等问题的研究，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一方面，当前应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审视农村文化发展的现实价值和重大意义。从大历
史的视野审视人类文明史，可以说只有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中断、延绵上下 5000 多年之
久的悠久文明。经过近代百年的屈辱、动荡和彷徨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为标志，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励精图治，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的历史起跑线上。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业的实现是一个包括经济建设、政治民主、文化复兴、社
会繁荣、生态良好、党政清廉、国防强大等系统的战略局部和伟大工程。文化繁荣和复兴无疑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实现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就需要文化上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当前，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的发展，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视野和时代高度上的一种
自觉、自信和自强！大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的发展繁荣，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建设与
我国经济发展实力相匹配的文化强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大农村地区广泛传播，增强人民群
众的精神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这就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必须以民族的复兴和文明的崛起为己任，把契合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成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和实践状况相结合；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要破除对
封建迷信思想的固守，也要破除洋教条、洋文化的思想禁锢，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人翁意识，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落地生根的基础上
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在农村文化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要注重体制的创新、地域特色的挖掘、
市场因素的重视等三个因素。具体来讲，当前农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面临的现实困境可以从文化体制机
制的创新、农村特色文化的挖掘和发展、在农村文化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等方面来进行剖析。此外，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发展，应该坚持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农村地区的大众化传播同农村地
区传统良好习俗的发掘与传承相结合，坚持农村地区特色地域文化的发展同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在农
村地区的传承相结合。既要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进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武装，又要增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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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这一文化发展的关键力量的主人翁意识。还要尽可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
“民
主”、“文明”、“和谐”、“诚信”、“友善”、“公正”、“法治”等理念与农民的日常生活、工作
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从而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村文化发展实践活动的自觉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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