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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化强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田 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摘 要：［目的 / 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实

现这一目标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方法 / 过程］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持续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伟大精神，

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推动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不断提高。［结果 / 结论］通过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厚植向上向善的文化根基，为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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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并强调在“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一战略目标

的设定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推进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文

化强国远景目标涵括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基

本健全、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更加深入、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等综合性指标。作为

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凝聚民心、汇聚民力的磅礴伟力。推

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1 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和鼓舞全国各族人民   

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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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2］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能够在一盘散沙的状

态下强大起来，一个民族能够在离心离德的状态下实现复兴。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没有打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地震、洪水、“非典”疫情、新

冠肺炎疫情没有打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左”倾盲动错误、冒险错误、教条主义错误、右

倾机会主义错误、“文化大革命”没有打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即

便在最困难、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刻也没有放弃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感召、激励干部群众。当今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

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面临诸多挑战。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环

境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全面提升全民

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和行为规范，筑牢全民共同的理想信念基础。新形势下，要特别

注重抓好“四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党和人民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伟大精神。

《建议》提出，十四五期间要继续“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

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等多个重要场合特别强调加强对“四史”的学习教育。他指

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

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3］加强“四史”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有利于增强群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

力、向心力、战斗力。要把“四史”教育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引导人

们在历史的纵深中体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

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

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4］放眼全球，各国虽然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承、民

族结构有所区别，但毫无例外都将爱国主义置于道德高点，爱国者被尊为英雄，叛国者被世人唾

弃。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在哪个时代，爱国主义始终都是最核心的价值追求。必须持续推进爱

国主义教育，强化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一是要从青少年抓起。结合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把爱国之情、

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结合起来，让爱国主义的种子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二是要充分利用

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尊重和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中丰富的爱国主义元素。三是既立足民族、

增强自信又面向世界、兼容并包，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善于从不同文

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

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

垒。”［5］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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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大别山精神、东北抗联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西

柏坡精神等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伟大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女排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时代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中华

民族精神谱系。在与自然灾害、传染病疫情的斗争中形成的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

救灾精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精神等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难险阻的大无畏精神的生动体现，已经内

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一部分。这些伟大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一脉相承，是中

华民族精神家园中的一颗颗珍珠，在新时代闪烁着更加耀眼的光芒。我们要守护好、弘扬好党和

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使之转化为激励中华儿女奋勇向前的强大力量。

2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任何一种价值观在全社会的牢固确立，都是一个思想教育与社会孕育相互促进的过程，都

是一个内化与外化相辅相成的过程。”［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是一项系统工程，既

要靠道德教化，又要靠法治保障；既要靠公民个人自觉，又要靠社会引导；既要对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进行表彰奖励，又要对道德失范、价值观扭曲的现象进行约束遏制。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

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

21 次出现“法治”一词，提出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

强调十四五期间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以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以法律政策承载价值理念和道德要求，有利于夯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法治基础，有利于增强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归属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举措，取得很好效果。2016 年 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关于

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为运用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

导正确价值取向提供了重要指导。2018 年 5 月 7 日，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

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加快完善民生法律制度、建立严格严密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加强道德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立法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一大批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党内

法规、法律、部门规章得以出台。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新制定的《国家安全

法》《网络安全法》《慈善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国歌法》《英雄烈士保护法》《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和新修订的《教育法》《广告法》《公务员法》等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法律。

相关法律的具体条文也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比如，《民法典》在第 1 条开宗

明义地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和依据，把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

法、公序良俗、绿色等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在具体条文中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等作出否

定性规定，鼓励见义勇为、提倡优良家风、保护英烈人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法律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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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上仍存在引导性、激励性、约束力、强制力不够等问题［7］，需要进一

步加以解决。

新形势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法律政策和党内法规体系，应特别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遵循法治规律。要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纳入法律话语体系，用以权力、义务、责任、行为等为核心概念的法言法语，

用符合法律逻辑、具有可执行性的条文呈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要克服“法律万能主义”，制定

的相关规定要符合公众预期，切忌好高骛远、强人所难。要把握好法律与道德之间界线，平衡好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防范公权力过度侵入私领域。二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

面融入法律政策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要覆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各

领域，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写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行各业的规

章制度和行业准则，体现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政策制定和实施

之中。

3 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2019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时强调：“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8］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志愿者群体的突出表现

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志愿服务满足了人们对高尚道德情操的向往，是人们实现自我价

值和人生理想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当前，志愿服务水平

已经成为评判一个社会发育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重要标志。凡

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志愿服务必然开展得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健全志愿

服务体系”作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

议》又强调要“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开展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先后视察抚顺雷锋纪念馆，考察天津朝阳里社区、宁夏吴

忠市利通区金花园社区，给郭明义爱心团队、本禹志愿服务队、南京青奥会志愿者回信［9］，表

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志愿者群体。2019 年 7 月，他给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发去贺信，对中国志愿服务寄以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志愿服务体系

持续健全，志愿服务不断规范化、制度化、社会化，志愿服务事业取得长足进步。2014 年 2 月，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了对志愿服

务制度化的组织推动。2016 年 7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印发《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从加强志愿

组织培育、提升志愿服务组织能力、深化志愿服务组织服务、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组织领

导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2017 年 8 月，为保障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对象合法

权益，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国务院发布《志愿服务条例》，填补了志愿服务基础性法规空白，

为进一步制定《志愿服务法》打下坚实基础。虽然我国志愿服务取得很大进展，但一定程度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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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活动不够规范、权益保障不够有力、激励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志愿服务组织还存在数量

不足、能力不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志愿服务事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志愿精神从未缺席。早在战国时期，“乡田同井，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就已经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目标，通穷振困、慈幼恤孤的优良传统源远

流长、根深枝茂。当前，要从扶持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培育志愿服务队伍、谋划志愿服务项目、

扩大志愿服务站点等方面着手，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社会化、专业化。一是加大对志愿服务组

织扶持力度，健全志愿服务组织获取政府补贴、接受社会捐赠、参加公益创投等方面的制度；二

是壮大志愿服务队伍，加强对志愿者的培训和管理，完善志愿者招募注册机制；三是精心设置志

愿服务项目，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扩大志愿服务社会影响；四是推动志愿服务进医院、进车站、

进商场、进景区，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推进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建设。

4 推动全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不断提高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诚信是人际、国际交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衡量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核心指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把“诚信”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2 个关键词之一，这是我们党始终重视诚信、倡导诚信、弘扬诚信的集中体现。推进诚信建设，

夯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用基础，对于顺利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 2035 年远景目

标具有重大意义。正基于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把“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建设”

作为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诚信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在政务诚信、商

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等领域均取得明显成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建立健全

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2014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 年）》，为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构筑诚实守信的经济社会环境提供了基本指导。

各地各部门根据中央决策部署，强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弘扬诚信理念，推广先进典型，开

展专项整治。特别注重加强社会信息基础设施、基础制度、基础能力建设，加快推动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制度，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统一共享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健全相关方

面的配套制度。我国在诚信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

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有的企业偷税漏税、走私贩私、制假贩假；有的商户

偷工减料、缺斤短两、质次价高；有的科研人员抄袭剽窃、数据造假、学术不端……守信激励不

足、失信成本较低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信用服务市场不成熟、不规范，服务机构公信力

不足；社会诚信意识仍然不高，以诚为荣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党员

干部违纪违法案例来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讲诚信、不守规矩，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表里

不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搞两面派，做两面人。这些问题说明，我国诚信建设仍然任重而

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诚信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重要特征”［10］。他强调：“对突出的诚信缺失

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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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11］推进诚信建设，关键是用好“惩”和“奖”这两手：对诚实守

信、践约履诺的，要褒扬激励；对背信弃义、言而无信的，要鞭挞惩戒。要全面推动各个领域建

立信用记录制度，强化信用信息管理和运用，实现地区间、部门间信用信息互通共享。建立健全

信用信息运用上下联动、左右互通机制，完善多部门、跨地区、跨行业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

合惩戒机制，畅通守信“绿色通道”，加强失信惩戒，让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限［12］。

要建立不敢失信、不能失信、不愿失信一体推进机制，一方面加强诚信监督，完善诚信公约、行

业自律准则，靠法律规范强化失信惩戒；另一方面大力弘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积极

培育诚信文化，倡导诚信理念，提升规则意识，弘扬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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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o Develop a Great 

Culture in China

TIAN Kun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ropose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a great culture in China by 
2035.To achieve this goal,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Method/
process］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e history of PRC,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m, continue to promote patriotism education,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s that were created by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people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inspire the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with common ideals and beliefs.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forward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with thinking and methods of law, vigorously promote the voluntary spirit: dedication, 
friendship, mutual assistance and progres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integrity and credit level of the whole society.［Result/conclusion］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we will build a strong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goodness and kindness and provide 
inexhaustible spiritual pow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at country with high-level education, manpower, 
sports and health.
Keywords: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culture; Core socialist values; Fourteenth Five 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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