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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构成·理论基础·实践路径
—— 习近平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论述

汪仕凯，陆迪秦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人民政协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安排，在坚持和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又

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关键资源。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路径，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战略必须考虑的问题。具体而言，人民整体的塑造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最深厚的理论根基，而以广泛、多层次、制度化的协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构成了推

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实践路径的主线索。

关键词：人民政协制度；成熟定型；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21）01-0005-07

收稿日期：2020-07-13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ZD001）

作者简介：汪仕凯，政治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发展问题、

中国国家治理；陆迪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推进社会主义

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民主

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人民当家作主必须由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来保障，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体系不可分割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

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

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P128）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则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体构成部分，因此，推动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毫无疑问是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其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一系列显著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过程

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重中之重。［2］（P5）

对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而言，必须“发挥人民政协

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提高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2］（P12）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赖于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能够更好地实践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以凝聚共识，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同样有赖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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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伴随着人民共和国已经走

过了70余年。人民共和国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

度得到奠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依靠人民共和国

获得发展。现代政治的一般经验表明，对于任何一个

新建立的国家来说，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从而

为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凭借，是至关重要的政

治发展战略。［3］（P270）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进程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既

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又是中国政治发展

的一种关键资源。在推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的过程中，人民是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人民是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

聚而成的整体力量，所以人民也可以称之为人民整体。

人民整体的塑造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推动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最深厚的理论根

基，而以广泛、多层次、制度化的协商推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构成了推动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实践路径的主线索。

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安排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追求自由和平等、实现民

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现代政治文

明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有机统一起来，

进而创造性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不断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

系。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所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甚至可以说，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中国共产

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所发挥的创造性的

集中体现。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既体现了现代民主

政治的基本精神，又是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经

验而创造人民民主的基本环节。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组织形

式。统一战线本来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

和建设国家的重要法宝。在近代中国，革命的任务非

常艰巨，革命的对象异常强大，因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才能取得革命的

胜利。在革命胜利之后，统一战线仍然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充分发挥

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集中表现为，随着社会阶层结构多样化和新社会阶层

的发展壮大，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政治上层

建筑的领域中。习近平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

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坚守一致性

就是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

推动形成新的共识，这是基础和前提”。包容多样性就

是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4］（P303-304）正确处

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制度安排来

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表达和参政议政的要求，同时

又不能由于不同的利益表达而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

人民政协制度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构成部分，能

够满足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

习近平指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广泛畅通各

种利益要求和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有效克服不

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

斥异己的弊端；可以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

的机制，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

可以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

制，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

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可以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

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

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4］（P295-296）由此可见，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政中发挥的作

用已经得到了实践效果的证明，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必将承担更为重大的

政治职责。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不仅是从坚持和完善制度本身而提出的目标，而且

在事实上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进一步讲，如果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一步现代化

的具体体现。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仅是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且是我国的政党制度。我国

的政党制度是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新型政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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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

是通力合作而非彼此竞争的关系，在通力合作中，中国

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并且中国共产

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通力合作有着相应的组织形式，

这就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共产

党统一领导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广泛听取意见和

建议，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

的最大共识，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

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4］（P295）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组织形式，既能够维护人民

的根本利益，又能够激活政党功能、增强政党绩效，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至关重要的载体。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的发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根

本上影响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定型。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形

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集中

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就必须找到与其相契合的政治制度形式。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社

会阶层、各个民族、各界代表，共同商议同全国人民利

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就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

商机构。”［5］（P38）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

史过程，内在地孕育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

和基本规则，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发端于革命过

程中协商精神和原则的集大成者。在建设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过程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继下来的协商

精神和原则进一步成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的重要基础，不言而喻，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于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来说有着独特的重要价值。

三、推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理论基础

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基，同时

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基，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治国理政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组

成部分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实践形式，从其创

建之始就贯彻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众所周

知，人民共和国就是在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

上成立的，所以人民毫无疑问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

度的根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想推动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必须以人民

为出发点发掘理论基础。概括来说，人民是由多个社

会集团组成的政治实体，而且是一个整体，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制度在塑造人民整体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这就意味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必须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塑造人民整

体上的重要作用密切联系起来。

在立足中国政治经验而进行的所有理论建构中，

人民都是一个根本性的概念，只有对人民有了正确的

理解，才能解释中国政治的制度原理和实践逻辑。习

近平在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和丰富内涵时，就特别突出了人民的根本地位。他指

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

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

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5］（P21）不言而喻，人民是

决定中国政治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治国理

政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奋斗目标［6］（P4）。

既然人民如此重要，那么究竟何为人民？林尚立

就指出：人民是有机体，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而凝聚

起来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力量”。［7］（P324）人民是从革命

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是根据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对中

国社会成员进行敌我阵营划分的产物。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工人阶级、农民阶

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

畴。由此可见，人民始终是中国社会成员中的绝大多

数。至关重要的是，人民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绝大多

数社会成员的简单集合，因为人民是政治过程的产物，

不是社会成员自发结合而成的松散集合。人民是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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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安排，将绝大多数中国社会成员团结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之下而形成的政治实体。

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人民是从政治的高度对中华

民族共同体进行的概括，而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上升

为人民整体，有赖于政治制度的运转。美国政治学家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共同体发展的程度同这个共同体

的政治制度有着紧密的关系，简单的共同体对政治制

度的依赖程度比较低，它只需要简单的政治制度，但越

是复杂的共同体越是依赖政治制度，它需要复杂并且

成熟定型的政治制度，“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

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

是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功效”。［8］（P7-8）不难发现，人民其

实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整体概括的政治概

念，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成员内部的团结性和一致性，

这种团结性和一致性既要借助相应的政治制度来实

现，又将反过来塑造相应的政治制度并成为相应的政

治制度的基础。其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就是这

样一种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影响到

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人民是一个整体，但是组成人民的中国社会成员，

则是千差万别的。一般而言，社会成员在客观层面上

存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区别，在主观层面上也存在

思想观念上的冲突，而且客观层面上的区别和主观层

面上的冲突都是具有政治影响的，或者说都将反映到

政治过程中来，从而要求以政治的方式予以解决。既

然中国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的重

要差别，那么如何将其凝聚成一个整体进而以人民的

形态出现呢？答案自然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

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具有完整先进的组织体

系，从而能够深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同时中国

共产党立足塑造人民整体的需要和中国社会成员的现

实，创造性地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政

治制度体系，中国政治制度体系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在

充分表达社会成员意愿的基础上，协调社会成员之间

的分歧，提炼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根本利益。概而论

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政治制度体系有效运转的过

程，就是塑造人民整体的过程。

作为政治过程的产物，人民整体绝非一经形成就

固定不变。如果组成人民整体的社会成员发生了显著

变化，那么人民整体就可能发生松动，从而要求立足社

会结构变化的实际，重新塑造和不断巩固人民整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

期形成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型，不仅规模

巨大的新社会阶层得以形成，而且工人阶级和农民阶

级也正在经历转型，因此，塑造人民整体的政治任务依

然十分艰巨。不断涌现的新社会阶层是人民不可分割

的组成部分，重塑人民整体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将新

社会阶层整合到人民整体中去，这就决定了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制度在新的社会结构条件下重新塑造人民整

体方面将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因为正是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制度为不断涌现的新社会阶层提供了符合其自

身特性的制度化渠道，从而满足了其表达意愿、参政议

政的要求。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契合了将新社会阶层整合

进人民整体中的需要，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制度具有独特的优势。中国社会结构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深刻转型，从表面上看当然体现为

社会分层的复杂化和多样化，但是就其深层内容而言

则是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和利益冲突的复杂性。换言

之，当前我国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利

益层面，而是对公平、正义、安全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

强烈。习近平在论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时就指

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5］（P11）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的形成、发展和满足，是中国政治进步的产物，同

样需要政治发展来积极回应，这种积极回应集中体现

在民主监督的完善和责任机制的建设上。

只有不断完善中国政治过程中的民主监督、努力

推进国家权力行使的责任机制建设，才能改变政治发

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的问题，也只有如此才

能最终改变政治发展内部各种环节之间的不平衡问

题。民主监督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核心职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就是要

通过民主监督实现政治对人民负责的目的，因此，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其实就是民

主监督和责任机制的不断成熟和发展，从根本上讲就

是人民民主的不断成熟和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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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指出：“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2］（P12）进而

论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不仅是重塑人民整体的

重要制度安排，而且是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的重要制度

载体。这就意味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一方面体现了人民整体的不断巩固和人民

民主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构成了人民整体和人民民

主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资源。

中国实行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在确立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并

不断完善，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出来的，它所具有的

独特优势和特色制度，构成了制度自信的关键基础，也

就是说，只有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的

特殊性安排既能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一般规律又能推

动中国发展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够在

中国社会中扎下更深的根基、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

度，在塑造人民整体和发展人民民主方面都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进一

步构成了制度自信的重要来源。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

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既是制度自信的重要体现，又

是增强制度自信的关键基础。

总结来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我国政治制

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整体的塑造和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

更加定型的深厚理论根基。同样重要的是，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安排，

构成了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因此，增强制度自信也是

我们理解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

关键理论维度。

四、推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实践路径

由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发展和完善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实践路径，既要满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发展的需要，又要满

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而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

的实践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架

构已经基本成熟的条件下，作为实践过程的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其有效运转的效能，对于包括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定

型来说，就显得尤为关键。习近平指出：“以什么样的

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

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4］（P285）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路是一个整体

的战略性规划，它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战

略规划，就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因为协商

是符合中国政治实际和中国政治制度原理的核心政治

资源。习近平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

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

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

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

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我们要坚持有事

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

越好。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

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

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

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

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

广泛商量。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

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

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

民当家作主的过程。”［4］（P292-293）所谓商量，就是指协商；

而所谓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就是指国家事务、经

济与社会事务、文化事务要以协商方式进行治理。而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是在商量的基础上实现集中统

一领导。

民主和团结是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主题，而

协商则是实现民主和团结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蕴

藏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之中的核心资源，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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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规划中上升为人民民主

的真谛，进而成为指导人民民主的实践过程和不断发

展的核心原则。既然协商民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的实践路径，那么自然而然就构成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定型的实践路径。习近平

指出：“人民政协工作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围绕

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完善协商议政内容和形式，着

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5］（P38）值得进一步解释的方面

在于，尽管协商民主早就蕴藏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

度之中，并且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但是如果从人民民主

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协商民主，那么此时的协商民主已

经不再是单纯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中的原初形

态，而是作为人民民主主要实践形式的相对发达的形

态。相对发达形态的协商民主，具有广泛、多层次、制

度化等重要特征。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

正理解协商民主作为推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的实践路径的重要价值，这就是要以广

泛、多层次、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去推动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在协商民主这一总的实践路径之下，推动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需要切实推进以

下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民

主监督方面的作用，切实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具

有的政治功能。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实质，

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监督则要“重点监督党和

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5］（P38）

由此不难看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监督功能，不

是一个简单的制约权力、监督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使

权力更为有效的问题，即如何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问

题，这一点更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党领导的治国理政能

否落到实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能

否真正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否不断

得到满足。通过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监

督功能，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能

够得到贯彻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能够不断提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可以

持续满足。进而论之，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监督

功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深刻

内涵，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责任和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使命。

第二，增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界别的代表性，加强

委员队伍建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

“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丰富协商形式，健

全协商规则，优化界别设置”。［2］（P12）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是联系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力量、具有广泛代表性、以

寻求共识和实现团结为宗旨的组织，可以说，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界别的代表性，直接影响到共识的达成和团

结的实现。增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界别的代表性，必

须妥善划分界别。考虑到广大民众已经成为具有新需

求、新观念的“新群众”，［9］（P111-112）如何划分界别就显得

尤为重要。界别划分要合理就必须建立在差异性的基

础上，一方面要依照特定群体进行界别划分；另一方面

要保证特定群体具有代表性，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方方

面面的意愿和要求能够得到充分体现。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是由中国社会各界的优秀分子组成的，但是在本

界别中表现优秀不等同于在政协委员中表现优秀，即

不能等同于能够良好地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政协委

员的优秀标准，必须围绕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责

履行来确定，因此，推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

熟更加定型的重要环节，就是提高政协委员在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上的能力。相对于全国政治协

商会议而言，地方政治协商会议在增强界别的代表性、

加强委员队伍建设方面的工作更为突出，因此，加强地

方政治协商会议建设构成了推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

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重要内容。

五、结 语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需

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

完善的经验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发展完善的经

验。唯有如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的实践路径才具有可行性。同时，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实践路径，必须坚持人

民民主的价值取向，着力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唯有如此，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制度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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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生长空间，从而在实现自身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

同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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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CPPCC）System is the political system ar⁃
rang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
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it is both an important mission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a
key resource for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o make the CPPCC System more mature and more finaliz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the CPPCC System to be more mature and finalized are is⁃
sue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be specific，the shaping of the people as a whole and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are the most profound theor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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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中央政府宏观指导地方与地方党委政府了解把握全局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是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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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又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建议并讨论通过，二者都

是在十九大精神指导下的重要成果。就后者而言，既

是党的政治品质与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

领域的反映，同时又与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关联，属于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延

展和表征。这决定了我们在深刻理解全面掌握规划安

排和重要措施的过程中，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思维和

政治高度，以便更好地理解把握其精神实质，并使之落

实于具体工作之中。

一、富于强烈政治制度色彩

以及持续性极强的国家治理方式和举措

“十四五”规划以及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皆为我

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重要举措，全面考察和深入

分析后便不难发现，其意义价值已经超出了内容设计

本身，或者在内容设计外还表征着社会主义制度特征

特别是“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框架。因此，深刻理解把

握其精神实质必须弄清其内生逻辑。

从历史渊源来讲，我们国家采取的这种规划模式，

一定意义上是从社会主义苏联借鉴而来的。第一个五

年计划涉及的主要内容更与苏联关系密切。1928年，

苏共在夺取政权后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如何才能在

最短时间内由一个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经过几年经

验积累，采取了制度基础上反映执政理念的计划经济

模式，其一便是创造性地制订出第一个“五年计划”

（1928—1932），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尝试先

计划后落实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苏联之所以能够创造出这种全新的模式存在其制

度的内生逻辑。因为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而具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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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整合资源的能力。或者说因为党的全面领导，

经济发展必然也必须与这种领导方式相适应、相吻合。

这应当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解释清楚的问题。

因为政治制度相同，提供了经济模式的可复制

性，中国采取了与苏联相同的计划经济模式，包括带

有标志性的“五年计划”模式。当然，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的制订与苏联工业援助项目落实高度关

联，甚至可以说这个五年计划主要着眼于落实苏联援

助项目。这既符合实际又合乎逻辑，毕竟合作项目是

清楚的，为“有计划”去虚坐实提供了条件。于是，第一

个五年计划在周恩来、陈云的主持下编制完成，其重点

是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及其限额以

上的694个建设项目。其目标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

相似，即通过集国家之力，在全世界工业化浪潮中实现

工业基础建设的快速突破。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但一直

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并且强调发挥政府这个“看得见

的手”与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相结合，加上“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制度特征和优势起基础作用，国家层面走

“有计划”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还是很鲜明的，也是

不可能彻底改变的。凡此种种，决定了制订“五年规

划”一直延续下来，未因借鉴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而中

断。这方面只要看我们的话语系统就很清楚，如：“全

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

局”，等等。这些与计划相关联的用语是“一五”时期总

结出来的，到今天仍然沿用和常用。

更进一步分析，我们这种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模式

具有独特的内涵和特征。其一，在基本政治制度建构

上，当今时代，所有现代国家都不可能完全超出政党政

治的范畴。我们的政治制度核心是共产党执政，多党

合作，既然长期执政，那么逻辑上和理论上都可以进行

长远设计，“五年规划”是这样，二○三五年的远景目标

也是这样，甚至可以进行更加长远的规划设计。其二，

在执政党及其政府主导权上，任何执政党及其政府所

进行的包括近期远期规划在内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基

于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权力能够发挥的空间。有

多大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力，就进行怎样的设计。作为

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为人民利

益而来，代表人民执政，这种一致性决定了其掌握着相

对全面的社会资源。比如人类社会的最大恒产土地就

是由国家掌握。人民群众也认同和支持由国家掌控，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种关系决定了党和政府具有长

时期规划设计的可能。其三，“五年规划”蕴含的谋划、

计划和规划意识，也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迹。

清人陈澹然说，“唯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划、规划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

中特色鲜明，因而必然地影响着后人的思维方式和价

值判断。正如荣格心理学所说，个体无意识是后天习

得的结果，民族潜意识是遗传的结果。我们的民族文

化心理与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形成同向同频同步，推

动“五年规划”持续进行也就成为必然。正如习近平在

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所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

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

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

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

去”。［1］认识“十四五”规划及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确实需

要这样的思想深度，方能深刻理解、自觉接受、融会贯通。

二、政治领导与思想指导反映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制度安排

五年规划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或着力于行政行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由国

务院总理、副总理主持制订，涉及内容更是政府的职能

范围。包括“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主

要也都是围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展开，但比较前

后历程和着眼点、着力点，特别是起草方式，把握的基

本原则，都存在很大不同。最为突出的就是越来越体

现党的政治主导，逐渐由“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起草，转

变为党中央直接组织起草。从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

会开始，都把审议“五年规划”（“十一五”前称“五年计

划”）的建议作为会议主要议程。这一次（“十四五”规

划）就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由习近平总书

记担任起草小组组长，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中央领

导担任副组长，组织编制规划建议案。与此同时，建议

案产生后由中央全会讨论通过，而不是最初的由全国

人大讨论通过。

从起草过程中牢牢把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更好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看，要害在于发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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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优势，这和四中全会决定一脉相承，围绕展开的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却是以“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这也是党和国

家重要文件和重大决定无不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些细节品出其政治意蕴。

比如，起草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两次中央政

治局会议、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起草组会

议，研究审议规划《建议》稿的总体框架、基本思路、指

导原则和重要内容”。同时“作出很多重要的批示指

示”，为规划《建议》稿的起草“把握大方向、确定大思

路、提出大战略”［2］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这些同样

可以看出，从设计五年规划至今，其属性和政治定位已

经发生重大变化，可谓已进入政治生活中来，或本身就

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关注这个变化对于我们提高

认识同样重要。

再看“十四五”规划中的具体内容，第二个部分涉

及“‘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

的原则”这一重要内容，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同

时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

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3］这些政治要求已经清晰表现出来党的政治领

导与思想领导这一重要特色。

其他内容中也有这样的思想呈现。在“繁荣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部分，明

确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

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

化建设”。［3］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政治中没有纯粹

的行政行为，所谓以“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哪怕是政府

中的重大决策，都一定内含着党委意志，而国家层面的

政府行为，更是基于党或党中央的意志。所以，每一个

五年规划的形成，一定是基于党的执政理念和奋斗目

标，或者党的使命任务而来的。

仍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例。计划编制开始时间

是1954年4月，1955年7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而计划的内容是1953年至1957年的工作

任务，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时间上的倒推，为什么将已

经过去的时间列入发展计划中来？主要还是反映党的

意志，也就是说党在计划制订前已经在这样的理念下

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了，制订计划只是将行动条理化。

显然，问题只有这样解释才通顺且合乎逻辑。其实，过

去和今天都没有纯粹的经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

关系一直紧密联系，这不仅是在中国而是全世界皆如

此。从“十四五”规划中的第一个发力点确定为创新与

“国内大循环”可以看出，规划制订无不关涉国际国内

政治生态的变化。

拓展思想的空间，我们还可以借助党的三大历史

使命贯穿于十四个五年规划来认识问题。在中国共产

党掌握了执政权力后的“站起来”阶段，若干个“五年计

划”几乎都是以英美为赶超对象，“大跃进”中的“以钢

为纲”反映出这一点，“两弹一星”在艰难情况下上马也

是基于此。在“富起来”阶段，每个五年规划都突出民

生或改善经济条件，又是与这个时期党的政治责任有

关系。进入“强起来”的今天，除了五年规划和远景目

标，包括话语系统都基于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无疑是

个重大的政治目标。所以，行政行为尤其重大的国家

层面的行政行为，一定反映着党的意志，表现着鲜明的

政治思想、政治理念。

三、中央政府宏观指导地方与地方党委

政府了解把握全局的结合点和切入点

深刻把握“十四五”规划与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精神实质，重要切入点便是中国制度设计特别是中央

如何领导和指导地方工作，同时又有一个地方是如何

在“一盘棋”下开展工作的问题。这应当从政治建设中

的一些要求来把握。在我们的政治学习中有一个出现

频率很高的说法，这就是中央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的“四个意识”培养，五中全会公报也将其

突出出来加以强调。“四个意识”中不仅仅大局意识与

此直接关联，辩证分析，“四个意识”都与此有关系。也

就是说，中央施政要有“四个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行政

也必须通过强化“四个意识”来把握中央精神。

相对于早期的“五年计划”，后来的五年规划越来

越突出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涉及远景目标更是如

此。主要原因除了与国家实现巨大发展有关，还与简

14



·特 稿·

单的农业经济与较薄弱的工业经济跨入“全世界产业

最齐全”的最大工业产品生产国有关。比如，“一五”期

间的所有项目放到今天，甚至比不上一个省的建设规

模和项目安排，更重要的还是党中央实事求是的科学

态度、科学精神彰显的反映。偌大一个国家，地区差异

大，发展不平衡，情况复杂，千差万别，除了中央政府直

接承办落实的重要建设项目具有明确的可能，绝大多

数项目无法作具体规定进入规划。所以，主客观原因

决定了规划只能上升到宏观指导层面，而不能事无巨

细，无形中捆住地方发展的手脚。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组织领导和经济活动在

实施过程中，把持的原则和处理关系的方式差异很大，

组织领导突出的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领导

干部要树立“四个意识”。经济活动虽然不能脱离组织

领导各行其是，但基于自身特点和规律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地区差异性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布局和重

心、基础条件和外部环境都有地域特征，不可能搞全国

“一刀切”，所谓因地制宜指的就是这些问题。

既然经济活动具有强烈的区域特点，怎样才能整

合地方，统筹全国，形成一盘棋？中央政府除通过政策

支持、财政支持、经济杠杆、财税调整等手段外，就是借

助某种制度性规划把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发展理念与

方向目标传达至全国，让各地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所

指导，有所遵循。这需要一个最佳结合点，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满足的就是这样一个要求。之所

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在于具体规划要求都非具体操

作，而是宏观指导，也就是不涉及某一区域的发展。既

然是国家总体方案，各地就有自己的空间，只要结合中

央的规划部署，遵循其基本精神，就可以实现有效对接。

“十四五”确立了6个主要目标，包括经济发展取

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

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

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3］可以看出这些都具有

指向性和轮廓性特征与特点，又恰恰这样才更具有指

引地方的功效。其实，包括其间的12个重要举措，仍

然属于指导性意见。

这里需要补充强调的是，中央的设计为地方发展指

明了方向，地方发展找到了指导和遵循。从落地和落实

的角度思考，这应当也是中央开展工作的抓手、决策安

排与自我考评的基本依据，同时是中央考核地方工作的

基本依据。只是从国家层面看，行政行为或者整体建设

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既着眼于奋斗目标，又涉及产业

规划，还要统筹当下发展，尤其要对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加以平衡，这就必须进行科学设

计，所以说中央抓工作，这是一个抓手，道理就在这里。

表现在自我考评方面，中国共产党是无疑的执政

党，其权力运行自然不同于西方的政党轮替，我们党拥

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和统筹能力，这些能力越强，就

意味着共产党领导不是通过权力制衡来实现，而是通

过自我控制能力、自我把握能力、自我要求来实现的，

这就要求在行政过程中，在意志落实过程中必须有一

种自我考核方式。五年规划也好，远景目标也好，虽然

还不能说是具体的操作层面，但它已然是一个统筹规

划，是已经能够成为考核党执政，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政

府行政的一个依据。没有考核就没有标准，就谈不上效

益和效率，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要求自我促进的方式。

实际上，党领导的政府向人民汇报工作，比如人大

会上中央政府就需要将落实五年规划情况作出汇报，

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和评价。这具有实质性，更反映

出权力的本质，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

谋”的具体体现。

四、引导社会与凝聚民心士气的

有效方式和重要载体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基于革命时期形成的宣传

群众这一重要经验。所谓宣传群众主要通过目标吸引展

开，一个是远大而又绚丽的伟大目标，比如实现“楼上楼

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个是现实可感的近期

目标，包括“打土豪、分田地”，革命胜利后“人人有地种，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当远大目标和现实目标相

结合后作用于群众，便产生无穷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因

此有了千千万万追随者甘于抛头颅洒热血，无怨无悔。

进入执政阶段，党继承发扬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

成熟经验。比如继续教育一代代青少年“做共产主义

事业的接班人”，为“超英赶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开展劳动竞赛，都是着眼于激励群众。各种方式方

法中带有机制性的做法便是“五年规划”，通过设计和

描绘一个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目标，让人民群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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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撑。事实上

也的确产生了这样的作用。回看那个时期的纪录片、

宣传画，都是人民群众敲锣打鼓迎接“五年规划”设计

完成和取得丰硕成果。那种“乐在心头，喜上眉梢”的

表现充分体现了目标吸引和目标激励的效果。

这个经验也反映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

过程中。“让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革命战

争年代的一些口号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大力发展市

场经济，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一个阶段弱化了

国家规划的指导作用，但通过阶段发展目标的描述，让

人民群众憧憬未来，还是产生了社会精神激励作用的。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见可感。国际上我们由追随到

参与规则制定，国内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挑战前所

未有，机遇前所未有”，这样的生态和状态决定了国家

设计的重要和必要。因此，五年规划和远景目标的指

导作用和社会激励作用都得到强化。

具体来看，五中全会确立的“到二○三五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在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社

会”，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八大提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又确立的一个重要建设目标。

相信一个个建设目标的递进或提升，都有鼓舞全国人

民的考量。

上述种种，从中宣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中所强调的可以充分

看出。“全面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扎扎实实推进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汇聚奋斗‘十四五’、奋进新征程的强

大力量。”“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继续抓住用

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基于具体

内容也作出强调，比如，“用新时代的美好蓝图激励干

部群众更加有方向、有信心、有力量地阔步向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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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实现全面精准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收官之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的关键之年，也是执政党兑现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

诺之年。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执政党率领全国人民迈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

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是新中国成

立70多年来几代人接力奋斗的结晶，“中国奇迹”自然

也是百年历史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诚如习近平所指

出的：“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

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

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1］从2020

年算起到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

强国，满打满算还有30年的时间。执政党站在这个新

的历史起点上，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复

兴的目标，这30年将是执政党带领56个民族的人民一

步接一步地跑、一代接一代地干，把中国建设成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30年。谨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制度密码”这篇论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一、脱贫攻坚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基础

脱贫攻坚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在新中

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现今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

是由已经被推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制度造成

的，要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就必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

建立新的制度，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2］。以毛

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从改造旧的

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入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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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崭新的社会

主义道路。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总体的经济

发展水平仍然处于较低的程度。贫穷不是宿命，是一

系列主客观条件制约下的困难状态。党的十八大以

来，执政党把扶贫开发摆到了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强

调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因而全面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验收“十三五”脱贫

攻坚绩效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截至2020年2月

底，“在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

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

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3］。实事求是地说，这剩下的52

个贫困县、2707个贫困村，几乎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另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2019年全国有2729万建档

立卡的劳动力在外务工，这些家庭2/3左右的收入来自

外出务工，涉及2/3左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2020

年突然而致的新冠肺炎疫情，确实给脱贫攻坚带来了

极为严峻的挑战，集中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1）贫困

群体青壮年外出务工受阻；（2）贫困区域的产业扶贫和

农副产品销售面临困境；（3）国家和地方扶贫项目被迫

停工；（4）有组织的帮扶工作无法开展。在我国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的情势下，各级地方政府竭尽全力组织

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和返程返岗，支持和推动扶贫龙

头企业开工复工；加强贫困地区生产基地、农民合作社

等组织与农贸市场合作，开展扶贫专项行动；利用“互

联网+”拓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畅通物流渠道、提高物

流配送率。国务院《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

见》提出：“对2019年底全国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以

及贫困人口超过1000人和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共

1113个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及时解决制约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的突出问题，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4］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人口全部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尤其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

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这是2020年验收和评价脱贫攻

坚成果的基本底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把脱

贫攻坚摆到党和政府工作的更加突出位置，建立了“党

的五级书记”同抓脱贫攻坚的齐抓共管机制。面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和严重洪涝

灾害的严峻考验，执政党确保如期脱贫的决心没有丝

毫动摇，明确提出要善始善终、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必

须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规定，坚决杜绝数字脱

贫和虚假脱贫，严把贫困县退出关、严格执行贫困退出

标准和程序，保证到2020年底实现如期脱贫、减少返

贫。一定要“贯彻落实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

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贫困县摘帽工作要严把退出

关，坚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确保脱贫过程扎实、

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

检验”［1］。一定要坚决杜绝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切实保证脱贫政策的稳定性，严格贯彻落实“摘

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

监管”［3］的总要求。只有高质量地完成脱贫攻坚的目

标任务，执政党才算真正兑现了向人民做出的庄严承

诺。在第七个国家扶贫日时，习近平强调要“总结脱贫

攻坚经验，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接续推进巩固

拓展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对接，保持脱贫攻坚政

策总体稳定，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果。要激发贫困地

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激励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

勤劳致富，向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

续前进”［5］。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后，我国将提前

10年完成和实现联合国有关“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减贫目标”，这在世界上再一次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民生发展彰显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强劲优势。

追求和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通过大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来持续大幅度改善民生，不断调整民生保

障制度、提升民生质量和水平，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

地惠及所有人民群众，始终是执政党民生制度体系的

核心内容。譬如，近年来在劳动就业方面，政府以充分

就业和高质量就业为目标；在社会保障方面，政府以覆

盖全体民众为目标；在国民教育方面，政府以普惠全民

实现从“义务教育普惠”向“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为目

标等。实事求是地说，只有始终坚持“全国一盘棋”的

统一行动，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用机制，才

能够在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发展中国

家，实现全民共享国家发展成果并同步迈进全面小康

社会的目标。譬如，民族地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

艰难、任务最艰巨的地方，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资源贫

瘠、生态脆弱、灾害频发地区的贫困群体，不能够从根

本上摆脱困境、走上小康社会之路，就不能说彻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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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脱贫攻坚任务。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和现代

化，就不能说农村已经全面实现了小康和现代化。只

有在农村彻底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充分激活了贫

困群体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脱贫成果才能够经得起

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因此，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够为民生发展

提供长久而有力的保障。基本民生须臾不可忽视、更

不能停顿，保障民生的目标任务丝毫不能延误和耽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

民生保障制度”，这就为中国特色民生保障制度的成熟

和定型指明了发展方向。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的

时期内，既要避免忽视民生诉求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又

要避免只考虑短期政绩效应的价值取向，不断缩小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民生差距。要着力改变

各种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制度安排相互脱节的现象，以

追求民生发展综合效应最大化、最优化为出发点和归

宿点，促使各项相关制度能够有效协同地持续发展。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体系，尽快补齐民生

短板、加快优化制度安排，解决民生领域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实际问题。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

度贫困地区，落实脱贫攻坚方案，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狠抓政策落实。确保剩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如期

脱贫，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

督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较真碰硬‘督’，各省

区市要凝心聚力‘战’，啃下最后的硬骨头。要巩固‘两

不愁三保障’成果，防止反弹。”［6］中国的民生实践已经

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

体系的优越性，民生保障制度正在逐渐趋于成熟和定

型，执政党正在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作为检验民生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完善的核心指标。

可以说“衡量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劣，民生无

疑是最能够达成共识、最能够产生共鸣并且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核心指标。因为民生好坏决定民心向背，民

心向背决定国运昌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普遍

规律”［7］。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

实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执政党强烈的使命

担当。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创造性地使用“小

康”来诠释中国式的现代化，继而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

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小康，民生优先。从稳

定解决十几亿人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到总体上实

现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执政党践行初

心使命的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任务和

根本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把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条

主线，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相

关指标，不断地推动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

台阶。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中，凡属贫困人口数

量达到和超过10%的，就被认定为“深度贫困村”。执

政党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动员全社会力量

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构筑了全社会齐心协力扶

贫的强大合力，建成了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

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来就任

务繁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重了完成目标

任务的难度。尤其是要做到脱贫不返贫、巩固好“两不

愁三保障”成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历史和

现实证明，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骄人成就，

得益于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并且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包括

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它们共同组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并且已经充分地显

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远景目标

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

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

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基

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

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

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

增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

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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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

优势明显增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

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8］为此，执政党

以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为利器，破解制约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一系列重点和难点问题，从体制机制上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世界人民所议论的“中国奇迹”，说到底就是执政

党领导并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出现“中国奇迹”。

二、制度体系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支撑

构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法治保障体系。反贫困

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贫困以及由贫困导致的一系列

社会问题，是当下制约国家发展的最大难题之一。

2000年联合国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各国都在积极

探索反贫困的制度问题，致力于推动“全球减贫”事业

的发展。消除贫困不只是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体现，

更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中

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走

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通过

大力发展生产力使8亿多贫困人口走出了“绝对贫困”。

用国家思维和治理手段来实现农村普遍性的贫困治

理，是执政党从制度体系上反贫困的根本举措。“从

2015年到2020年2月，全国共选派出25.5万个驻村工

作队、累计选派了290多万县处级以上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干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干部。”［9］通过“五级书记

负责制”把精准脱贫任务层层分解传导，把农村基层治

理任务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改变了农村地区基层

组织体系涣散、反贫困治理能力低下的弊端；走出了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逐渐形成了具有中

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我国精准脱贫的根本任

务是确保在现行标准下，实现民生目标、缩小地区之间

的发展差距，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要求和体现。

在扶贫标准上，明确规定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

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在当下和未来的一段时期内要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脱贫后的返贫风险。返贫受制

度、文化、生态、能力、权利多重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传

递性返贫、断血性返贫、失敏性返贫、转移性返贫、因病

返贫和因灾返贫等不同类型。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工

作从来就不缺乏政策指引，稀缺的是行之有效的法律

规范，依法将返贫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强调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需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精准脱

贫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但是更需要具有

稳定性的、健全的法治环境做支撑。政策的优势是具

有灵活性，政策的根本缺点是缺乏刚性和稳定性，容易

出现因人而异和人亡政息的问题。贫困区域的经济贫

困说到底是“社会权利贫困”，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繁

荣时代，经济贫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利贫困。因此，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对接的当下，迫切需要把精准

脱贫制度化和规范化，把精准脱贫的后续工作纳入法

治化轨道，致力于构建起一套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巩

固脱贫成果的法治保障体系；迫切需要以公民权利为

出发点和归宿点，重新审视社会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和解决的途径，从完善制度体系的视角思考构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的法治保障体系。截至目前，我国已经

出台扶贫开发地方性法规的省有18个，但是笔者在西

部民族地区调研中发现，多数地方立法存在立法模式

相近、结构雷同，不能够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

情况，更存在调整对象不明确、法律责任不到位的问

题。究其原因就在于地方立法机构缺乏精准扶贫领域

的法律法规依据，地方立法机构懂得立法专业知识的

人才奇缺。当下迫切需要全面梳理国家出台的一系列

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尽快启动相应的“立、改、废、释”

相结合的立法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法

律法规体系，以利于接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贫困

反弹。

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不仅是执政党根本宗旨、初心使命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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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且成为全面小康惠及全体人民的有力见证，人民

群众对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是否优越最有发言

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判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

“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党的执政之基，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执政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和原则，体现了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由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把人民

利益摆在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制度，既是我国国家制

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所在，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优

势所在，更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根本立场。中国社会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

后，经济社会便跨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高品质生

活的本质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

高质量发展正好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开放成为必由之

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又好又快发展。“以人民为中

心”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之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

保障，高质量发展是执政党依据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

做出的重大判断，是应对国际环境不稳定的根本出路

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保持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

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与之相适应的

社会高效治理，不仅是民众高品质生活的有效保障，也

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在“十三五”期

间，“从提出构筑‘双向开放’发展新格局，到提出逐步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反映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

形势越是不稳定和不确定，就越是需要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体系，尤其是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制

度建设，为国际和国内社会提供相对稳定和确定的预

期”［10］。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必须把新发展理念作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把提升产业链、供应链

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构建

以人民为中心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把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历史性地解决农村几千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稳妥解

决好老百姓身边的“民生小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

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根植人民”“必须把为

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11］。从严格的意义上说，

习近平的这个政绩观，从本质上回答了执政党和政府

一切工作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重大命题。为全中

国的老百姓造福，高度体现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人民

性，它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政绩观的时代表达。要

建立健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把原有的扶

持贫困户的政策，转向为对乡村低收入家庭的常态化

扶持政策；把公共服务领域原来对贫困户的扶持政策，

进一步拓展为乡村所有居民都能够享受的普惠政策，

提升乡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民生系于民心，

民生保障是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幸福之基、和谐之源。

迫切需要聚焦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加快构

建覆盖城乡、功能齐全、支撑有力的基础设施体系，不

断完善和夯实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构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制度体系。利益关

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执政党的“满足

人民需要”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生存、生

活、发展和幸福的需要，制度体系建设最根本的功能就

在于满足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从实际工作层面上

看，人们通常议论的“权能规范”，在本质上并不是授予

权利的规范，实际上是实现权力的规范，即法律授予主

体以特定的能力和权利，用以保障实现其权利的落实

到位。因而要实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需

要从法治发展的视角把传统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转换到“以人民需求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上面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权利规范的配置实质上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发

展不平等问题，迫切需要把原本以权利规范为核心的

权利配置与使用模式，转换成以权能规范为核心的权

利配置与使用模式。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仰赖于人们

所拥有的潜能，这种潜能实质上就是人们过上幸福生

活的潜在基础和基本条件。权能规范“可以分为私法

上的权能规范和公法上的权能规范。不管是哪种法域

内的权能规范，其本质都是在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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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从而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12］。习近平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为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制度保障，把为民造福作为执政党

最根本的政绩。在“十四五”规划执行期间，需要继续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办好各项民生事业、补齐

现存的民生短板，一件一件的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

干。改善人民生活状况、提高生活质量水平，有利于不

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体现

人民意愿、满足人民需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根本出发点，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体系好不好要由人民说了算，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

应不答应为根本标准。执政党矢志不渝地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满足人民的根本利益需

求而构建制度体系，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一切社会

变革、奇迹发生的根本保证。

构建脱贫不返贫的全方位预防长效机制。到2020

年底，我国完成了所有贫困群体全部脱贫的艰巨任务，

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入乡村振兴，精准脱贫后遗留的问

题纳入乡村振兴的总任务之中去解决。随着精准扶贫

进入尾声，我国“绝对贫困”已经让位于“相对贫困”，

“相对贫困”任务的彻底解决，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乃

至更长时期的重要任务。譬如，有些原来的贫困区域

尤其是民族自治地方，非常容易出现由于农产品滞销、

家庭成员出现大病等因素而立马返贫的情况。怎样在

解决好绝对贫困之后，实现脱贫群体稳得住、能致富？

可以说是对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地区脱贫绩效的一个

严峻考验。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带有暂时性和

脆弱性，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解决“相对贫困”的工作

重点，要从社会制度体系上尽量减少社会不公平现象，

尽量缩小居民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通过统筹协调

资源投入方式和实现资源均等化，让所有的民众都能

够过上殷实富足的美好生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

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全党工作重点开始由农村主战

场逐渐转向城乡统筹发展，城乡要素流动事实上存在

着流动不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现实问题，影响城

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并没有得到完全消除。正

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14］。这就需要从制度体系上彻底解决绝对贫困

问题，统筹解决城乡发展和相对贫困问题，以协调推进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为抓手，不断完善农村产权市

场化配置和流通渠道，走出一条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

荣融合发展之路；需要进一步加大因病、因残、因学贫

困人口的帮扶力度，继续完善临时救助和社会政策保

障措施，使贫困群体通过制度化改革和完善的举措，真

正实现稳得住、不返贫、不反弹；需要“保持脱贫攻坚政

策稳定，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

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对脱贫不稳定户、边

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

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针对主要

矛盾的变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

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

本兼治的体制机制”［15］。

三、完善制度体系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

必须坚持制度体系同治理能力建设一起抓。国家

治理效能是国家治理体系本身所必备的功能作用，以

及在治理过程中所取得的效力和效果的总和。国家治

理体系是在执政党领导下的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

家治理能力是通过国家制度体系来治理社会事务、保

障社会稳定有序的能力，制度体系的生命力在于有效

的执行和运转，它是以国家制度体系为基础、开展社会

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十三五”期间，执政党“针对不同

领域不同问题，科学研判，把长远制度建设同解决突出

问题相结合，把整体推进同重点突破相结合，把改革创

新同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相结合，把破除体制机制顽疾

同解决新出现的矛盾问题相结合，使各方面体制机制

更加科学、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加成熟，

人民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宪法修

正案、民法典、涉港国安法等相继颁布，推动从‘有法可

依’迈向‘良法善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文化建设制度；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取得重大成效；

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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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国家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优势

概括为13个方面，这些制度优势在现代化建设实践

中，已经发挥了显著的制度威力，在关键时候能够有效

应对和抵御各种风险的冲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

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阐明了“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即将

开始的“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需要依靠农业自身发

展进步、充分激发农民主体作用，而且迫切需要发挥工

业和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

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7］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是执政党

全部治国理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未来的“十

四五”规划执行时期，需要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

家治理效能优势，以利于更好地防范和化解不可预见

的各种风险的冲击。全体党员干部要在思想认识上实

现高度统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集

中精力把坚持制度体系同治理能力建设一起抓，把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同优化社会发展环境一起抓。制度的

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的执行力在于释放脱贫攻坚各

项政策效能，要通过政策设计巩固脱贫成果、有效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为此，就要在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础上，把高效治理效能的思维

贯穿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真正建立起一个高效、透

明、公正、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

必须从完善制度体系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我国的最大优势，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为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规

划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上强调要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坚决破除

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

固化的藩篱”［16］，从而点明了“中国之治”的成功秘诀。

在完善制定和执行制度的时候很难预设理想的环境，

但是执政党和人民政府需要事先制定一些必需的防范

化解措施，一旦发生了某种意料不到的风险，也可以及

时应对和堵住风险的漏洞，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

然。习近平反复强调指出：“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制度威力

来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18］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

族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可能会出现

不同的风险，只有从制度上做好常态化的应对准备，才

有可能及时消除隐患、防止风险引发更大的动荡和损

失。在统一完善的制度体系中，全国各地都要顾全大

局组成应对风险的整体，以利于执政党协调各方领导

核心作用的发挥，以利于执政党有效调动和集中全国

力量办大事、化危为机。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后，

尽管绝对贫困从根本上消除了，但是相对贫困在一个

较长的时期内仍将继续存在，巩固脱贫成果的脚步始

终不能停。要看到脱贫攻坚越往后越艰难、难度越大，

需要继续精准有效地消除各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不利

因素，推动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对接，地方政

府就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清工作思路，聚焦贯彻落

实新发展理念，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力，推动减

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进一步完善长短结合、标

本兼治的制度体系。如何聚焦消除绝对贫困后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把工作

重心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接续推进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实现有效对接，是完善以人民为中

心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重要任务。中共中央于2020

年10月3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致力

于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也是

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党内制度。“中共中央新闻发布

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党中央牢牢地掌握舆

论引导的主动权、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营造良好舆论环

境的一种制度设计，有利于推动党的治国理政能力提

升的制度创新。自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蔓延以来，

“中国实践”“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越来越引起世界各

国的高度关注，都在急切地探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密码”。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足以表明，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从来只有“明码”而没有“密码”，

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展示给世界。

必须把制度体系的完善同“十四五”规划实施结合

起来。“五年规划”的制定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引领相

结合，要把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作为规划的出发

点，把人民群众中长期利益与当下利益统一起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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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把规划制定

的落脚点放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上面去。此前制定

并实施的十三个“五年规划”，都是经过充分讨论后编

制并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具有“审查和批

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

法定职权，全国人大审议“五年规划”制度具有法定地

位。中国在“十三五”时期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

程，执政党在“十三五”期间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作为解决民生工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

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譬如，国家的“经济总量接近 100 万亿元，人均

GDP迈上1万美元台阶，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30%左右”［16］。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十

三五”的经验教训可以为“十四五”规划的制定提供有

益的借鉴。在网络上向全国人民征求“十四五”规划编

制意见，这在“五年规划”编制史上尚属第一次，获得网

民建言超过101.8万条，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

越性，体现了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

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第一个五年。只有

毫不动摇地坚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个坚持”的

重要原则，“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

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

新提升的主要目标”［19］。“十四五”时期需要把制度体

系的完善同“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即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继续奋斗15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执政党的优势所在、是执政党治国

理政的重要方式。它有利于保持党和政府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在质量效益明显

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

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

提高，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

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

新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高标准市场

体系基本建成，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产权制度改革

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公平竞争制度

更加健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社会

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

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

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

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生产生活方

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

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

改善；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分配结构明显

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全民受教育

程度不断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卫生健

康体系更加完善，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

略全面推进；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更加健全，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彰显，国家行政体

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

著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

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安全

保障更加有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重大步伐。”［8］

“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的确立，体现执政

党不受短期利益影响并通盘考虑社会整体利益的中长

期规划能力，有利于实现党对国家和经济社会的全面

领导，更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自觉性。

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融入制度体系完

善之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突出强调，要依据宪法

和法律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全面保护公民的人

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要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制

度体系和保障体系，确保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享有各

项民事权利。民法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回应劳

动人民现实的法治需求；坚持以保护民事权利为根本

出发点和归宿点，形成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和规范有

效的保护机制，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和社会进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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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习近平指出：“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

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

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

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

尺度。”［2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权威法律，它凝聚着56个民

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心愿。这部体现民意和国家意志

的民法典，既是劳动人民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

是国家依法治理的民事法律依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对于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和自2021年 1月1日起

正式实施，可以说是中国走向法治强国的重要法律基

础。因为“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是将社会生活的全部

内容纳入法律的调控和治理范围，法律具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但法律要建立在尊重人格尊严、人格自由、维

护权利的基础之上；权力受约于法律、服务于权利。市

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孕育的契约观念、

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平等和自由观念是法治的文化基

础，以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的民法是法治真正的法律

基础”［2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的颁布和实施，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

中表达，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上的高度概

括，必须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融入社会主义制

度体系之中。各级党政机关在开展工作的时候，要考

虑民法典的法律规定、遵循民法典的具体要求，依法行

使国家公权力和职权，不得随意做出减损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决定，切实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

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要把民法典贯彻实施水

平作为检验各级政府和党政官员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

的基本尺度，纳入“十四五”期间法治政府的实施纲要，

建立健全实施民法典的监测和评价机制，明确各级人

民政府自身行为与活动范围界限，切实依法提升各级

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要严格把握“非基于公

共利益不得动用私产”“法无授权不可为”等权力行使

戒律，推动各级政府对照民法典完善权责清单。要把

民法典实施的实际效果作为权衡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业

绩的重要内容，纳入对各级官员进行年度政绩考核的

指标体系，尤其要强化对民法典实施效果的考核评价

和督促检查。即是说“民法典在公、私权的合理配置与

协调方面进行的创新性规定，在市场管理方面、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社会公共秩序维护方面、个人信息的保护

方面，以赋权性规范、义务性规范的确立为公权力服务

于权利设定了必要的限度，为公权力的行使划定了合

理的边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基础，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民法典必将成为中国走

向法治强国的重要法律基础”［21］。在“十四五”期间乃

至更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事业的推进，都需要仰赖民法典发挥民事法律制度的

保障和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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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nstitutional Code”for Building China Into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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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Law School，Nanning 530006，China）
Abstract：The year 2020 is the final year for achiev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t is a crucial year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achieve its first cente⁃
nary goal，and is also a year to honor the solemn promises made by the ruling Party to the people. Poverty allevi⁃
ation is a top priority of the ruling Party’s governance；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highlights the
strong advantages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governance systems；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is the fundament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legal guarantee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getting out of poverty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The peo⁃
ple-center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stitutional system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meet peo⁃
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prevention mechanism that
guarantee the outcom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Perfecting institutional systems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It is neces⁃
sary to adher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t is necessary to perfect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prevent and defuse major risk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stitu⁃
tional system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civil code into the
process of perfecting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KeyWords：achie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ll respects；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
spects；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institutional system；governanc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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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是一项新

的伟大工程，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在统揽伟大

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推进这一新的

伟大工程，需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同步推

进。为了坚持和加强制度治党，2014年10月，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

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的意见》明确提出“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

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从构建党内法

规体系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加强

制度治党过程中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战略思想。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党内法规

制度，不能不受到重视。《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

行）》（以下简称《党务公开条例》）对党务公开的范围做

了广义的界定，包括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各项党务

的公开［1］，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作为党

的制度建设范畴自应包含其中，但为了凸显党内法规

公开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以下

简称《制定条例》）通过单独条款对党内法规的公开予

以了专门规定。那么问题就来了，和党内法规具有同

样特征即“普遍约束力和反复适用力”的党内规范性文

件，其公开如何遵循，是适用《党务公开条例》的规定

呢？还是参照适用《制定条例》的规定？本研究意在探

究党内规范性文件公开相对于党务公开、党内法规公

开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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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内规范性文件的类型化分析

党内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的公开的理论基础渊

源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①，是对中国共产党公

开建党思想的发展和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导建

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初就公开明示，共产党没有任何

自己政党特殊的私利，它所代表的就是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是以人民利益的满足作为政党的最高追求，因

此，共产党人没有什么是必须隐藏的。”［2］共产党除了

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的无私性

和人民利益代表性决定了党的一切都是可以公开的。

列宁从发扬党内民主的视角强调党内公开的重要性，

他认为“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2］。新中

国成立之初，党内就提出了践行公开建党的思想，随着

时代的发展，公开建党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2017

年12月20日施行的《党务公开条例》标志着公开建党

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新阶段。和党内法规

的公开一样，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是一种特殊的党

务公开，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制度从本质上看属于

党的制度建设范畴。

党内规范性文件，是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

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地方各级党委在履

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

的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文件，包括贯彻执行中央决

策部署、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等方面的重要文件。

根据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功能和制定目的进行划分，

党内规范性文件可分为三大类，即执行性党内规范性文

件、指导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和党建性党内规范性文件。

执行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党内规范性文件的一项

重要功能是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以教育领域的党内规范性文

件为例，主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及党中央、国务院涉及教育方面的其他重要文

件、会议和活动精神。《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

要讲话精神的通知》《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认真学习贯

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通知》，都属于执行性党内规范

性文件。

指导性党内规范性文件。有些党内规范性文件的

主要功能是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因为，除了

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外，各领域各地方的党委（党

组）还应当结合本领域本地方的实际独立地、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指导并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科学发展。《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的意见》，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指导性党内规范性文件。

党建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

党对各领域各地方的全面领导要求各领域各地方的党

委除了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之外，还要同时不断加

强和改进本领域本地方党的建设，从而在思想上、政治

上、组织上、作风上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好组织准备，不

断提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治理能力和领导水平。各

领域各地方的党委制定党建性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初心

就源于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

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和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激励教育部直属系统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就是这方面的党内规范性文件。

二、党内规范性文件

对外公开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公开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的一贯作风，是现代

政党依法治理的重要品格和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中

国共产党从执政之初在建党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建党的

公开性，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和

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就明确了“公开建党的目的，是

为了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放在群众的切实帮

助与监督之下，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纯洁的布尔什维

克式的党”［3］。只不过当时的公开建党的范围还比较

窄、目的还很单一。时至今日，公开建党思想已从入党

公开、财务公开、党务公开发展到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① 有学者认为，党务公开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参见钟瑞添，吴小炜.关于党务公开理论的再思考［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

义，2019（3）：180-186），而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规定，党务公开包括党的制度建设的公开（参见宋功德.让阳光照亮党务［J］.

保密工作，2018（1）：13-16.）。党内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的公开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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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公开等，公开建党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可以说，公开建党已全面铺开。制度公开也是国

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制度的公开可以增加

制度的透明，唯此制度才能为社会所知晓并得到遵守

从而树立制度的神圣权威，制度治党才能充分彰显法

治精神从而折射出现代政党的法治品格和依法执政

能力。

（一）实践价值：通过公开透明，增强党内规范性文

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是党内规范性文件实施的

前提，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党内规范性文件是用来

实施的，这是制定党内规范性文件的价值所在。难以

想象，一部党内规范性文件没有被遵守和执行会有什

么尊严和权威。而遵守和执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前提

是通过公开党内规范性文件而使其透明化，能够为广

大党员干部和党组织所知晓、学习和掌握，从而为党内

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奠定透明的、明确的规范依据，增强

遵守和执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主动性，减少执行的阻

力，从而提高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执行力。“只有公开，才

能够令其适用对象及时了解和掌握法规的内容与要

求，做到依法行事，否则就无法发挥其作为行为规范所

应当具有的作用。”［4］这就是公开的最直接目的。

依规治党，就是要减少和杜绝这样一种现象发生，

就是在违纪违规并受到党纪处分（处理）或问责前，通

过正常途径无法知道这种行为是否是违纪违规行为、

是否是失职失责行为，而只有付出受纪律处分（纪律处

理）或问责的代价后才能学习和了解到原来还有这样

一部党内规范性文件或这样一种具体制度规定存在。

这种现象只有通过公开制度才能予以根本纠正。

（二）目的价值：有助于贯彻民主和监督的思想，推

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民主和监督是党务公开的实质［5］，也是党内规范

性文件公开的实质。党是具有“先进性”鲜明特征的领

导党和执政党，但这是从党的整体意义上来说的，党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是通过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

织的具体工作予以实现的，而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

组织固然也具有“先进性”，但是，一来，这种“先进性”

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提

升的；二来，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能力也

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参差不齐的现实性，因此，由于党员

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存在客观上的局限

性，吸收民主参与到经济社会建设中来成为必然。这

就要求，党委（党组）应将其制定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及

时公开，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使党员和党组

织甚至党外群众及时发现党内规范性文件存在的落后

过时的、不符合实际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影响政治

安全的等不当之处，以便相关党委（党组）及时修改修

正党内规范性文件，保持其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

党内规范性文件制定出来是为了实施的，在实施

过程中，应接受党内和党外监督。这是因为，固然，党

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在执行党内规范性文件时应

站在党的政治立场上严格执规、规范执规，严格落实党

内规范性文件的精神，注重提升执行效果。但是，党员

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或其群体的

利益进行考量，对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执行做出这样那

样的不相关选择。为此，必须将党内规范性文件进行

公开，以便接受监督，从而确保党内规范性文件发挥贯

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和

改进党的建设的作用。

（三）制度价值：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制度治党向纵深发展

把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从党务公开

中独立出来并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制度进行研究和建

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

开是一种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

性文件与一般的党务活动有所区别，前者具有普遍约

束力和反复适用力的特征，而后者则不具有这个特征，

因此，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应不同于一

般的党务公开，前者应具有不同于党务活动公开的特

殊要求，如在公开的目的、指导思想、原则、范围、对象、

时效、形式、方式、载体等都应有所不同。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以至于制度化、规范化、常

态化，可以有效减少甚至杜绝公开的随意性，型塑现代

政党法治的形象，提高制度治党的公信力，实现依法治

国和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构建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

开制度，确立科学的公开机制，使公开常态化，公开不

因部门领导的意志和工作人员的意志为转移，否则就

是失职失责行为，应受党规党纪处分和问责。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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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政党法治是衡量党自身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之

一［6］。梳理中国共产党治理和执政的发展脉络，可以

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治理和执

政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对法治精神的借鉴，一个现代法

治政党的伟大形象跃然纸上。在践行对国家和社会各

项事务的全面领导过程中，党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制度治党的水

平明显提高并不断全面深化、纵深发展，党把各领域各

方面的制度优势正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制度治党已

产生明显成效，制度治党的价值已凸显出来，制度治党

所达到的治理现代化水平赢得了国际国内的广泛认

可。党内规范性文件公开制度的探索和构建，正是这

样一种语境下的一个缩影。

党内规范性文件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既是制度治党的内容、体现和要求，也有助于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从制度治党战略视角来看，无

论是政治建设为统领，还是制度建设贯穿始终，都体现

出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建立

公开制度并完善公开机制是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政

治建设是事关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党的长期执政等决定党长期执政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因此，政治建设

的方式选择是头等大事，而借鉴和贯彻成熟的、先进的

现代法治理念是其路径选择，建设以依法执政为执政

方式选择的现代政党，通过提升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

党组织的全面领导能力从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

水平，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

定具有现代法治品格的组织准备。这是制度建设贯穿

政治建设始终的根本价值所在。制度建设是贯穿党的

建设始终的战略选择，这就决定了制度建设不仅要着

重于建立和完善各领域各方面的基本制度和重要制

度，而且还要建立和细化各环节的具体制度，以增强制

度的细密性和问题针对性，提升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执

行力。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制度建设正是在这样的

语境下凸显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四）战略价值：有助于依法执政，推进党的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全面领导

水平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大势之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洞察和准

确把握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规律和时代赋予的发展机

遇，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世界潮流跌宕起伏中

立于不败之地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

政治前提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营造国内长期稳定的政治

局面，在积极应对和妥善处理“四种危险”和“四大考

验”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提升党的自我净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从而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

现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以伟大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

推动格局宏大和福祉昌延的社会革命。这些目标任务

的完成和实现都要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把法治精神贯彻到治党和执政的各领域

各方面各环节。

党实现伟大自我革命的方式和手段，其理性选择

是对法治精神的借鉴和推崇。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首

要选择是法治，现代政党治理也召唤着法治精神的主

宰，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建设始终，不断完善党内法规

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

进党对国家事务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完

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当中，等等，这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的“管党治党、制度治党”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无不

体现中国共产党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中对法治精神的

极大重视。法治精神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法治

理党和国家事务一以贯之的重要战略思想。

完善包括党内规范性文件在内的党内法规体系，

并使之“作为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党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管党治党的制度成果，则在强化党自身建设

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贯彻落实‘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高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客观需要”［4］。在依法执政、依规

治党背景下，研究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对外公开制度是

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从而推进党的治理现代化和提

升党执政能力、领导水平的内在要求。

三、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对外公开原则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对外公开主要有以下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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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对外公开，除了涉密不得公开

和不宜公开而不公开之外，原则上应当公开。即以公

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1.凡不违反保密规定的，一般都应公开。党内规

范性文件的公开可以参照党内法规的公开要求，同时

可以借鉴党务公开和法律公开的制度规定，但不可照

搬照抄或移植二者的具体做法。《制定条例》第二十九

条第三款规定，党内法规除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

开或者按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外，应当公开发布。党

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可以参照适用该规定，因为党内

规范性文件在规范特征上和党内法规一样，即都具有

“普遍约束力”和“反复适用力”。

《党务公开条例》规定，党务公开的内容主要有党

的领导活动、党的建设工作两大方面，除涉及党和国家

秘密不得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宜公开的事项外，

一般都应当公开。党务公开是对各项党务行为即党务

活动和党务工作的公开，包括对党务行为发生前后的

策划、过程和结果的公开，其直接目的是，一方面使广

大党员更好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另一方面可以动员

组织人民群众贯彻落实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但党务公开的价值旨在践行党内法治和推行党内民

主，［7］而不在于为以后反复适用奠定制度依据。虽然，

党的建设工作包括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在内的

制度建设①，但党内规范性文件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

表现在党内规范性文件具有向后的普遍约束力和反复

适用力，因此，其在公开方面的具体要求应不同于一般

的党务公开，其对公开的对象、范围和方式等应更加制

度化和规范化。法律公开实行的是严格的、绝对的公

开，即向全社会公开。但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不必

像法律公开那样的严格，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

向全社会公开还是在党内公开。法律实施以公开为前

提，没有公开的法律不得实施。法律公开的这个基本

要求应被借鉴，但不应拘泥于向全社会公开的具体要

求。党内规范性文件介于法律公开和党务公开之间，

既不能像法律公开那样严格和规范，也不可像党务公

开那样随意化。在是否公开的问题上，即哪些党内规

范性文件可以公开的问题上，可以借鉴法律公开的要

求，即凡是不违反保密规定的党内规范性文件，都应公

开发布；在公开范围、公开方式等方面，党内规范性文

件的公开可以借鉴党务公开的制度规定，即根据党内

规范性文件与党员和群众的关联程度合理确定公开范

围和公开方式。

2.党内规范性文件对外公开前，应进行三类审查：

保密审查、政治审查、舆论审查。一是公开党内规范性

文件之前，应先对党内规范性文件是否涉密进行保密

审查。如果涉及党和国家秘密则不得公开，或者依照

其他相关规定不宜公开的则不公开。二是公开党内规

范性文件之前，还应对政治安全进行审查。从内容特

征来看，党内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一样，都具有鲜明

的政治属性，而且政治属性是其最为基本的属性［8］，法

治属性②是从属于政治属性之后的第二属性，政治属

性决定法治属性，法治属性服务并服从于政治属性。

法治属性是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形式上的本质

特征。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对法治精神的借

鉴，其核心在于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在形式上

贯彻法治的原理、原则、制度等基本理念和精髓要义，

而淡化法律的具体机制和技术问题，即虽然党内法规

在表现形式上借鉴了法律的基本理念，具有法律上的

规范性和制度性特征，但由党内法规内容上的最为本

质的属性即政治属性所决定，党内法规对法律的借鉴

应是对其法治精神的借鉴，而不是对法律制度的机械

照搬和受法律形式的僵化约束。与党内法规相比，党

内规范性文件对法律的形式要求更弱，不仅在形式上

不用法律的条文形式表达，在其他相关方面也不受严

格的法律形式约束。不受法律形式的严格约束，并不

等于在形式上否定对法治精神的借鉴。党内规范性文

件的公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属于法治属性问题，是形

式问题，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应以有利于落实全面

① 中办法规局局长宋功德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中的党务包括两类，即党的建设事务和制度建设事务。在这个

意义上，党务公开包括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参见：宋功德.让阳光照亮党务［J］.保密工作，2018（1）：13-16.

② 有学者认为党内法规具有法律属性、规范属性、制度属性等。这些属性揭示了党内法规的形式表现，但党内法规的形式特征应当是隐

藏在这些表象背后的实质，即从这些形式所抽象出来的共同本质，据此党内法规的形式特征是法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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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战略和促进党的治理现代化为政治目的，如

果公开的形式不利于甚至危害到上述两个政治目的，

则可以不公开或者对公开的内容、方式、范围等进行一

定限制。因此，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不得危及政治

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文化安全、社会

安全等，不成熟的探讨类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可在一定

范围内传达，不宜向全党公开，更不能向社会公开。三

是公开党内规范性文件之前，还应对是否引发不良的

社会舆论进行评估。公开不得引发不良社会舆论，为

此公开前应对文件公开进行舆情风险评估，并对可能

引发不良社会舆论的情形，制定出科学的舆情应对

预案。

鉴于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原则上要公开，

为了维护这一原则，在涉密内容的处理问题上，可以根

据保密规定通过其他非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和渠道

进行发布和传达，而不必将涉密内容规定于党内法规

和党内规范性文件之中。

（二）及时公开原则

从形式特征来看，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均

具有法治属性，法治属性是其第二属性。所谓党内规

范性文件具有法治属性，是指党内规范性文件在形式

上应借鉴法治精神，吸纳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规律和

基本价值，如公开制度，程序制度，制度权威，民主，善

治，公正，和谐，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等。党内规范性文

件在形式上贯彻法治精神，是依规治党不断推进党的

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需要，是制度治党完善党内法规制

度体系织密制度、细化制度的内在要求，是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及提升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依规治党的

战略选择。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是贯彻法治精神的必然要

求。因为党内规范性文件制定出来是为了实施的，是

为了遵守和执行的，而实施的前提是党内规范性文件

已经公开并为党员和党组织所知晓。因此，所谓及时

公开，就是说，党内规范性文件生效或实施前应当公

开，没有公开的不能实施。当然，如何公开、向哪些党

员和党组织公开则另当别论，但起码应当向受影响的

党员和党组织公开。

与公开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党内规范性

文件何时生效和实施的问题。党内规范性文件具有教

育引导、规范评价等作用，鉴于此，为依规引导党组织

的工作和党员的行为，为维护党内秩序稳定，党内规范

性文件的实施应给党组织和党员预留学习和了解的合

理时间，换句话说，党内规范性文件应当在实施前已经

发布和公开，并为受规范的党组织和党员所能够查找

和学习。有学者认为，党内法规的公开，“原则上公布

日期应早于施行日期，减少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的做法，

为党员干部学习理解留足时间”［9］。党内规范性文件

的发布和公开也应如此。

与公开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党内规范

性文件有无溯及力的问题。党内规范性文件不具有溯

及力，即对实施之前发生的行为不适用。只对实施之

后发生的行为才具有实施和执行的效力。

（三）有效公开原则

党内规范性文件公开的方式应当切实有效地向规

范对象公开，能够为本领域本地区的党员、党组织和特

定相关人员随时查询。如教育类党内规范性文件应通

过制定主体和其所在地区的中共教育（卫生）工作委员

会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官网公开。党内规范性文件

的公开在内容上应是整体公开，而不是部分内容公开，

部分内容不公开。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还应当是准

确的，而不能是内容有疏漏或出入的。为此，应当依规

确定标准文本的法定载体，其效力以该标准文本为准。

（四）精准公开原则

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也应当是精准的，即对于

涉及特定的党组织、党员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党内规范

性文件，应当对特定的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直接公开。

四、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范围

所谓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范围，是指根据党内

规范性文件所适用的对象和文件类型，确定公开的对

象范围，即在党内公开，特定领域公开，党内某一群体

公开，或者向全社会公开，等等。

（一）涉及特定的规范对象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应

向特定对象直接公开，也可以向社会公开

对于时效性、针对性很强的，以解决当下某一主要

问题为目的的和以“意见”“通知”形式发布的党内规范

性文件，应当根据文件所调整或适用的对象向其直接

32



·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

公开，一般应直接印发给这些单位。教育部党组印发

的文件，都直接明确了印发的对象。如《中共教育部党

组关于印发〈“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的通知》

根据针对和适用的对象而直接印发给以下单位：“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

（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干部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党委，驻外使（领）馆教育处

（组）”。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新

形势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工作，将党内规范性文件

《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支部建设的意见》直接

印发给上海市各高校党委和民办高校党工委。

采取“印发”的形式向公开对象直接公开党内规范

性文件，一来可以避免传达环节过多而耽搁文件落实，

二来可以避免传达过程中各个环节对文件精神的不同

解读、不充分解读、过度解读甚至错误解读，从而影响

文件精神的及时和有效落实。

（二）党建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可以仅在本领域本地

区公开，可不对社会公开

党建性党内规范性文件主要是加强和改进党建工

作及党建工作制度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如，中共教育

部党组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教育部直属系统广大

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是为了加强教

育部直属系统党建工作，激励干部新担当新作为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切实解决干部队伍突出问题。该

党建性党内规范性文件与其他领域、其他部门没有实

际联系，因而可以仅在教育领域公开，因为该文件意在

加强教育部直属系统党建工作，在实践当中，该文件通

过印发直接向以下单位公开，即部内各司局、各直属单

位，驻部纪检监察组，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党建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可以仅在本领域本地区公

开，可不对社会公开，但不禁止向社会公开。向社会公

开的前提是，公开并不会产生不良政治影响和负面社

会舆论。如《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直属高校开展科研

管理中权力寻租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的适用对

象是“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因此，应当向“部属各高

等学校党委”公开，事实上也是通过印发而向“部属各

高等学校党委”直接公开的。它同时也向社会进行了

公开，所以，可以在教育部网站上查找到该文件。

（三）执行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性党内规范性

文件应当向社会公开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

定》第二条对党内规范性文件内涵的界定，党内规范性

文件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的执

行性党内规范性文件，指导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涉及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指导性党内规范性文件，以及加

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党建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党务公

开条例》第八条规定，对于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党务，应向社会公开。根据执行性党

内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性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地位和作用，

借鉴和结合党务公开的要求，对于执行性党内规范性文

件和指导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原则上应向全社会公开。

五、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方式

根据调整对象和文件类型，决定公开的方式。公

开时，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用问答等形式，对党内规

范性文件的主要内容进行解读，以便执行时对其精神

和内容进行统一把握和适用，避免对相同内容做出不

同理解和适用，对相同问题、相同情况做出迥异的甚至

相反的处理。

（一）印发公开

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文件应向适用或调整对象印发

即向适用或调整对象直接公开。采取该方式公开，以

便有关单位和部门能够及时了解文件内容，并及时落

实文件精神。

（二）门户网站公开

《制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党内法规除

涉及党和国家秘密不得公开或者按照有关规定不宜公

开外，应当在党报党刊、重点新闻网站、门户网站等党

的媒体上公开发布。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可以参照

适用该条规定。

执行性党内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性党内规范性文件

应通过本领域本地区的门户网站向全社会公开。以教

育领域为例。在地方，无论是地方中共教育（卫生）工

作委员会单独发布的教育类党内规范性文件，还是地

方党务部门单独发布的教育类党内规范性文件，抑或

是地方中共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和地方其他的党务

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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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类党内规范性文件，凡不属于保密规定的，均应在本

地区中共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和本地区的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的门户网站上公开。在前者门户网站公开的

原因是，其作为地方教育（卫生）党务工作主管机关，理

应系统全面地掌握该地方的教育类党内规范性文件，

且能够为本地方教育领域党务工作提供教育类党内规

范性文件的权威依据；在后者门户网站公开的理由是，

其作为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本地方的现行有

效的所有教育类政策文件包括教育类党内规范性文

件，均应能在其门户网站上查到，这是全面科学发展教

育、实现党对教育领域全面领导的需要和表现。在地

方教育（卫生）党务工作主管机关和地方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的门户网站上公开本地区制定的教育领域的党内

规范性文件，尤其是执行性教育类党内规范性文件和

指导性教育类党内规范性文件，其意义在于：一是增强

文件的权威性，二是增强文件的准确性，三是增强文件

的可查对性。

宜将政府信息和党内规范性文件（或党务信息）分

别公开。一是为了突出和强化党内规范性文件（或党

务信息）的重要性。如，在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门

户网站上，可以在信息公开栏目之下分设两个子栏目，

即政府信息公开栏目和党内规范性文件（或党务信息）

公开栏目。教育部门户网站上，网站首页有“公开”栏

目，点开之后显示出四个子栏目，其中有“党务公开目

录”和“政府信息公开”两个栏目。然而，江浙沪三地的

教委或教育厅门户网站上，党内规范性文件公开不够

科学和充分。上海市教委门户网站首页显示的是“政

务公开”，从名称上来看不包括“党务或党内规范性文

件公开”，也没有专门的“党务或党内规范性文件公开”

栏目。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官网上有“政

策文件”栏目，里边显示的是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

件，但只有八个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其中有三

个文件是2019年9月2日印发的关于上海高校党组织

建设的文件。显然，上海市教卫党工委发布实施的绝

大部分党内规范性文件没有在此公开。江苏省教育厅

在“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之下分设了子栏目“教育党建”

信息，混合了“教育类党内规范性文件”和“教育党务活

动信息”等。浙江省教育厅在首页“信息公开”栏目之

下没有区分“政府信息”和“党务信息”。二是便于区分

申请公开的主体范围。政府信息和党内规范性文件

（或党务信息）分别公开的意义在于，前者可以由全社

会成员依申请公开，而后者一般只有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才能申请公开，同时可以随时查找学习，对标对表，

严格贯彻执行落实。换句话说，一般社会成员无权申

请公开党内规范性文件，但并不妨碍其通过业已公开

的信息查阅党内规范性文件。

可将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公开与党务公开放在一

起。如，地方教委或教育厅可在首页设“信息公开”栏

目，然后在该“信息公开”栏目之下设“政府信息公开”

和“党务公开”，将党内规范性文件内含于“党务公开”

栏目之内。当然，为了便于查找，也可以将“党内规范

性文件公开”和“党务公开”再细分成两个栏目。

（三）党报党刊公开

可以采取党报党刊公开的方式。党内规范性文件

的公开可以参照《制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三款的规

定，在党报党刊进行公开。全国性的党内规范性文件

可以在国家级的党报党刊上公开发布，地方性的党内

规范性文件可以在本地方的党报党刊上公开发布。有

关机关通过研究确定公开发布的刊物，一旦确定下来，

今后制定的党内规范性文件凡可以公开的就常态化地

在确定的刊物上发布，而不必一件一议地确定公开的

刊物。采取党报党刊公开的方式，可以有效起到宣传

的效果，从而为日后贯彻落实奠定基础。

（四）汇编公开

《制定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有权编纂、汇编、出

版制度，即党内法规的编纂、汇编、出版等事宜，由制定

机关所属法规工作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党内规范

性文件的公开可以参照适用该规定，即采用制定机关

汇编的形式，可以在每年年终定期对本领域本地区发

布的党内规范性文件连同党内法规进行汇编。采取汇

编方式公开，可以系统地、全面地对本领域本地区的党

内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便于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遵

守和执行。

采取制定机关汇编形式进行公开的形式，可以发

挥其清理的功能，产生制度的溢出效应。集中清理和

不定期的适时清理相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内

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制定机关

在进行党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汇编时，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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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次清理。在汇编时进行清理，在清理的基础上进

行汇编，是清理机制的一种创新。在制定出台新的党

内规范性文件并汇编公开时，可以“同步研究与之相关

的现行文件，对其中与新文件不一致的，要同步清理，

防止出现前后规定、新旧文件相互矛盾、相互抵触的情

况，维护党内规范性文件的严肃性和延续性”［10］。对

于本部门制定的党内规范性文件与上级部门制定的文

件相抵触的，对本部门的文件进行修正；对本部门制定

的党内规范性文件与本部门制定的旧文件不一致的，

对旧的规定予以废止；对本部门制定的党内规范性文

件与同级其他部门制定的有关文件相冲突的，与其他

部门进行协商有必要时可以请上级部门决定，从而对

相关问题进行科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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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型社会资本：
“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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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乡贤”作为新时代乡村中的关系型社会资本，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动力，其成员是乡村中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内涵和特征具有典型的时代性和现代意义。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新乡贤”在引领现代乡风民风家

风的文明价值建设，推动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体”基层治理模式建立，营建现代化的乡村经营体系，提升乡村公

共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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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资本的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生产型社

会资本、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同样是

不可或缺的要素。

关系型社会资本是指人、群体之间的一种紧密联

系，以无形的状态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表现为社会规

范、信任、道德、价值观以及社会网络，通过人与人之间

的合作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和社会整合程度。乡村中关

系型社会资本是由长期的社会个人往来、互利合作、历

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原因形成的。因此，农村社会

共同体的信任、互利以及集体合作构成了农村社会发

展的基础。尽管农村社会资本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发

展而呈现出各种形式以及变化，但它为组织农村社会

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的变化以及确立个人行为依据提

供了非正式制度基础。

“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的一种关系型社会资本，是

现代乡村社会中社会资本的凝聚“化身”或者“人化”，

构建了乡村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及互惠互利网络，

增强了乡村振兴的凝聚力，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

了内外动力。研究作为关系型社会资本的“新乡贤”对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推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

践意义。

一、“乡贤”到“新乡贤”：

内涵、职能的嬗变

“新乡贤”一词是“乡贤”在现代社会的表达，具有

典型的时代性和现代意义，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的农

业社会向现代化国家迈进过程中，从“乡贤”到“新乡

贤”，其内涵烙刻着历史的轨迹和时代的变迁。

传统的“乡贤”指的是村镇中多才多能、有较大作

为、享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致仕官员或社会

贤达人士。“乡贤”一词连用，最初出现在东汉。随着时

代变迁，“乡贤”一词使用日盛，尤其是到了明清之际，

一些为躲避政治，退隐乡里过着闲云野鹤日子的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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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士大夫，成为“乡贤”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1］（P65），

重构了乡村经济与社会秩序。“士大夫居乡者为绅”，

“乡贤”转化为“乡绅”，获得功名而不为官的儒生和告

老还乡的官员成为“乡绅”或者“乡贤”的主要成员，“乡

绅”或者“乡贤”成为介于官、绅、民三种社会力量之间

的阶层，“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诫徒劳，绅

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2］。

“乡绅”“乡贤”群体的出现与封建制度密不可分。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不断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行

政管理层级多、信息传递层层衰减，导致中央集权的势

力不断被削弱，到达乡村一级时官府便成了强弩之末，

以致宋代便有了“皇权不下县”之说。为了弥补政府势

力在乡村的弱化，保甲制应运而生，一方面协助朝廷征

收税赋徭役，另一方面维持地方安定，保甲制也因此被

执政者沿用至民国时期。传统的中国农村的“乡绅治

村”现象诞生于保甲制。“乡绅”“乡贤”常年生活于此，

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多是大家族中有威望、明事理、

敢于决断的族长，或是拥有财富且对当地作出贡献的

声名卓著的士绅。这些“乡绅”“乡贤”上能向官府表达

民意、下能了解百姓心声。随着时代的发展，附有职业

等级味道的“乡绅”一词逐渐被附有道德评价的“乡贤”

一词所取代，并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

“乡贤”既学识渊博又身居高位，即使退居乡里仍

然具有极大的威信，其公道正直的品德，都让乡民们信

服。因此，在当地化解乡里各种矛盾，处理乡民之间各

种纠纷，“乡贤”在为乡民百姓谋取利益的基础上，从而

获得一言九鼎的话语权。到了明清之际，人才的作用

日益彰显，“乡贤”特别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各州各县

都设有乡贤祠，用以表彰与纪念对本地产生过影响的

人物。历代“乡贤”都会协助官府处理诸如挖渠筑坝、

抢险救灾、架桥修路等当地事务，还会发挥个人影响淳

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3］。在基层社会发展进

程中“乡贤”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鸦片战争后，由

于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加之外国列强侵略，乡贤不愿继

续在台前服务乡民百姓，转而选择隐退，“乡贤”群体

衰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

转变，封建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被新型的平等关

系所替代，人与人之间尽管有职业不同、分工的差别，

但地位、人格、身份上都是平等的，农村的社会结构更

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才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正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人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只要

有了人，一切问题都能解决。有知识、有文化、身体健

康的青壮年，是乡村中的优质生产力，更是乡村经济发

展、充满活力的动力源泉，具有较高素质的农村青壮年

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流失，留在偌大乡村中的只有年迈

的老人、妇女和小孩，人们俗称为“三八六零六一”“部

队”，乡村的土地、工具这些死的生产力无法与活的生

产力“人”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因而无法生产出物质财

富，广大乡村急剧衰落，严重空心化，变得死气沉沉。

因此，在乡村发展面临着困境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接连

出台新型城镇化战略、美丽乡村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其中乡村振兴战略是事关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

战略。而要使这一战略实施获得成功，人才是关键。

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救赎乡村衰落之时，“乡贤”成为

大多数有识之士的热切期盼。

按照《词源》的释义以及“乡贤”原意经过历史的沉

淀和时代的演化，“乡贤”指的是在“乡”这一中国古老

行政单位中“多才多能”的人，后来逐渐成为国家或社

会对一些道德品质高尚、具有儒家学问、有所作为的官

员，或是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

达，在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1］（P65）。在中国传统

社会中，“乡贤”始终是联结统治者、治国理政者与乡民

百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当统治者的公共决策与地方

民意产生冲突时，“乡贤”利用自身威望代表乡民百姓

与统治者进行沟通交流。“乡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综

合各方利益，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因此“乡贤”能得到

官府、地方宗族、乡民百姓的多方支持。“乡贤”成为一

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的人生价值、

道德品质乃至学问的一种正面肯定。

传统的“乡贤”发展到新时代，内涵更加丰富，失去

了传统作为“表彰的荣誉称号”的意义，仅保留“多才多

能”的评价，因此被人们称为“新乡贤”。所谓“新乡

贤”，是指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本地乡土有联系的，有知

识、有能力、依靠较高的道德素养和感召力，对乡村振

兴发挥建言献策、出谋划策，为乡村振兴作出重要贡献

的社会贤达和精英。“新乡贤”完全超出了“乡贤”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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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士绅”的范畴，涵盖的范围更广更宽泛，组成群体更

多元，包括各种类型的精英人才，诸如技术能手、致富

能人、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等，他们有的在当地生活、工

作，有的虽然在外地工作但通过项目或其他形式回到

家乡，为当地的乡村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只要是

能够为乡村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的人，无论是在体制

内工作的离退休返乡的官员、教师、医护人员、军人，还

是文人学者、企业家、海外华人华侨，甚至返乡大学生、

在外打工经商的村民，都成为群众和政府认同的“新乡

贤”。“新乡贤”这种多元、包容的群体结构，这种成长于

乡村、在外拼搏并取得一定成绩的经历，既保障了资源

的丰富性，又保障了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充分发

扬创新精神、实现乡村振兴的特质。

正是因为“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

要意义，所以“新乡贤”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学术界

也引发了热烈讨论。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

引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

设；“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新乡贤”，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围绕“新乡贤”建言献策；2017年、2018年

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对“新乡贤文化”进行了阐析。

“新乡贤”文化传承并发展了传统乡贤文化中见贤思

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并赋予“以乡情为纽

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

为示范引领”的新时代特点，不单是传统中国文化在新

时代乡村社会的表现，还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

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更有利于中华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4］，最终有利于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二、“新乡贤”成为新时代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动力源

中国社会随着农耕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

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

关联逐渐取代原有的地缘关系，村民之间的关系功利

性增加，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乡村进城务工，留守在

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

“老人农业”成为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课题［5］。加

之农民自身对乡贤的认同感降低，因此传统意义上那

种一呼百应、既是桥梁纽带又能掌控大局的乡贤很难

再出现。大量优质的代表着农村中先进生产力的青壮

年农民的外出，造成了农村人才的空心化，大量土地撂

荒，乡村逐渐衰落。

在乡村逐渐衰落的同时，中国的城市一片繁荣，城

市化获得了大的发展，到201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接

近60%，城市文明逐渐代替乡村文明。传统的乡村建

设模式被打破，乡村村落呈现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和

现代社会三大历史性变迁的“层叠社会形态”［6］（P74）。

面对如此乡村困局，中央自2004年开始，连续十多年

以“一号文件”聚焦“三农”问题的方式，重视统筹城乡

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农村建设现代化，为此还发布多项

政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

不断增加惠农、强农专项资金。党的十九大又专门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将解决“三农”问题的议题推向新

的高潮。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城乡差别始终是制约

中国发展的一道难题，是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

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一环。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面临

的最大困境是人才匮乏，有的乡村出现“刁民”群体化

现象，继而演变成主流，替代农民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

主导人和决策者［7］（P31）。因此，为实现“共谋、共建、共

治、共享”，乡村亟须探索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协同共建

之路，“新乡贤”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新乡贤”作为一种关系型

社会资本，是乡村中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中的“新乡贤”，至少包括下列五类人士：

一是体制内工作离退休返乡的官员、教师、医护人

员、工人、复转军人等。这些人可以称为“五老”，即老

干部、老教师、老医生、老工人、老军人，他们长期在体

制内工作，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和专业技术，见多识

广，社会关系多，离退休以后，有的回归故土，将自己拥

有的知识、资源与技术奉献给家乡，为家乡的振兴贡献

才华和智慧。例如，曾经担任过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

的甘祖昌将军解甲归田，带领全家人返回江西老家农

村，做了一名“将军农民”，利用自己的见识、威望以及

社会影响等社会资本，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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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于家乡的老百姓；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后回

到家乡，22年间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发展了5.6万亩、

价值3亿元的林场，并将之无偿捐给国家，带动家乡人

就业。

二是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和老基层干部。这些人有

“三老”之称，即老支书、老主任、老党员，他们长期工作

在乡村基层第一线，在位时公道正派，没有私心，为老

百姓谋福利，说话有分量，村里人信服，深得老百姓拥

护和爱戴；退位后威信仍在，鉴于对村里事务了如指

掌，仍受到村民们信任发挥自身的余热。这类人有德

有为有位，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宝贵财富、基层社会

治理的主心骨、乡村发展的稳定器。民营企业碧桂园

在广东清远农村开展精准扶贫时，其中一条重要的经

验，就是发挥乡村中“三老”的“新乡贤”作用，有效化解

了扶贫过程中遇到的征地、拆迁、搬迁、公共设施建设

等各种矛盾，减少了阻碍，降低了扶贫过程的交易成本。

三是当地各类模范人物。这些人有一定的知识和

文化，肯读书爱思考，关心国内外大事，视野比较开阔，

有乡村土秀才之称。再加上长期在乡村建设中摸爬滚

打，奉献付出，可耕可读，在各个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

绩，成为当地的精英、致富能手、劳动模范、文明榜样、

道德楷模，在认识与见解上高出他人一筹，说话做事有

一定高度，为百姓排忧解难、仗义执言、主持公道，尤其

在百姓关心的“家长里短”“红白喜事”上有很大的话语

权，愿意为乡亲们办实事，在百姓心中享有崇高威望，

是新时代乡村的社会贤达，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贡献智慧和才干。

四是在城市务工创业的“新市民”和回乡建功立业

的企业家。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有一定文化的农村青

壮年到城市去务工，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

他们经历了城市文明的洗礼，受到市场经济的熏陶，增

长了知识和才干，掌握了一技之长，成为经济建设的能

手，有的甚至自己创业成功，成为“小老板”，掌握了先

进的管理技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他们心系

家乡，致富不忘本，带着改变家乡面貌的愿望和技术资

金回乡创业，承包家乡的土地、荒山、鱼塘，开办纺织

厂、养鸡场、养猪场，搞特种种植业、养殖业，红红火火，

有声有色，带领家乡人民脱贫致富，改变家乡面貌。如

江苏句容唐陵村支部书记刘树安，在城市打工创业成

功后，回到家乡，利用家乡典型的丘陵岗坡地特点，发

展苗木产业，形成了以苗木种植销售为主以及苗木经

纪人包装运输、劳务编织和住宿餐饮一条龙产业链，振

兴了家乡，富裕了老乡。这类人越来越多，成为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新乡贤”。

五是从乡村中走出去的大学生、研究生和港澳台

同胞、海外侨胞。这些人从家乡走出去，成为各行各业

的精英翘楚，虽身在异乡，但心系桑梓，希望看到家乡

的变化，看到父老乡亲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因此愿意

通过自己的知识、技术、资金、项目，为乡村振兴出钱出

力、建言献策。这类“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虽

然并不一定亲力亲为，但他们通过项目投资、专利出

让、技术支持、出主意、给点子等方式，为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广东、浙江、福建一带有很

多的乡村，侨胞和华侨支持修桥修路，开办企业，这些

依靠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支持富起来的侨胞村、华

侨村，就是“新乡贤”的贡献。

“新乡贤”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巨大作用是不言

而喻的，这种“新”，不但表现在他们对家乡振兴的期

待，更在于他们回报家乡这片土地的殷殷之情，愿意通

过自己的知识、才华、资金、技术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是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贡

献，无论是“在乡”的乡贤和“不在乡”的乡贤，都能为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更丰富的资源，为乡村振兴贡

献出更多财力、物力和智力，譬如传承乡村民间文化、

资助乡村教育发展、投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

经济、带领村民脱贫致富、调解邻里矛盾纠纷等。

二是“新乡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族长，他们具

有民主素养，身上散发着现代文明气息，致力于率先垂

范、多做实事，以自己的言行感召村民，在村民中具有

很高的威望，但从不居功自傲，更没有倚仗权势和实力

干涉乡村治理事务，而是以平等的态度为人处世，与村

民保持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将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

民主协商制度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推

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三是“新乡贤”群体广泛，类型多种，包容性强，政

治精英、道德精英、文化精英、技术精英、商业精英等，

有在乡的不在乡的，有国内的国外的，有离退休后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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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的，有外出打工创业的，他们具有不同的资源，分

属于不同的领域，构成不同的类型，但都满怀乡土情结

投身到乡村振兴事业中，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建设作出

独特的贡献。

四是“新乡贤”普遍具有较高的品行和声望，他们

以德化人，孝老爱亲，道德情操高尚，富有奉献牺牲精

神，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和内在的

动力。“新乡贤”群体由退休返乡的政府官员、德高望重

的基层老干部、榜样模范、贤人志士、业界精英组成，既

是风气教化的实施者，又是公共事务的建设者，同时还

是纠纷矛盾的调解者，是政治体制之外的“魅力权威”。

正是因为有他们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文化传承、风俗

教化、价值引领、出钱出力，大大增加了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的社会资本，减少了实施阻力，降低了交易成本，

使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更有效率。

三、“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中的作用发挥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尚贤”“重能”，使乡贤文化具

有独特的地方魅力和特色。乡贤文化的主体是乡绅，

他们在乡村的宗族治理、民风淳化、道德伦理维系等事

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

中形成了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乡贤文化作为中

华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乡村、扎根于

乡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维系乡村社会运转的主导力

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复兴乡贤文化［8］（P11），不仅承

载着联结家族血脉、传承族群文化，还是全世界华人华

侨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的精神归属和栖息家园。这种

根植于血脉的精神内核成为“新乡贤”回归、实现乡村

振兴的动力之源，同时乡村社会也成为“新乡贤”的根

之所在、魂之所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乡村是人们的

根，历史上的“乡绅治村”对维持传统乡村社会的稳定、

促进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的“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

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9］，使得德才兼备的乡村

精英和反哺乡村的各界乡贤开始出现。“新乡贤”和传

统乡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体现了乡村精英在乡村治

理、乡村稳定和繁荣中的重要地位。但传统的“乡绅治

村”是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借助乡绅的力量

对乡村社会实施的控制，实质上是为封建政权服务的；

而“新乡贤”涵盖的范围更广泛，不仅仅是政界、商界、

学界及各类成功人士回归乡里、反哺家乡，而且是带领

村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引领中国农村走向“善

治”的“借力”［10］“借智”举措。

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封闭向开放全面

转型的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场域内的利益主体结构发

生重整，基层政权退化［11］（P32）导致乡村自主生产价值

的能力快速衰落，村庄共同体迅速解体［12］（P42），个别地

方的乡村甚至出现黑恶势力入侵和乡镇基层政权退

化。因此，吸引“新乡贤”回归乡村，实现“乡民”与“新

乡贤”有机融合，形成乡村民众和乡村精英结合起来的

新的治理模式，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工作队伍［9］，整体上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破解

乡村治理中面临的种种治理困境，使乡村真正成为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环节。

（一）引领现代乡风民风家风的文明价值建设

作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化身的“新乡贤”，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中的作用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价

值引领上弘扬乡村振兴战略的正能量，使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沿着一条正确的轨道进行。

乡村振兴首先要在乡村中引入现代文明，破除腐

朽封建迷信的落后习俗和价值观，使现代文明在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中发挥正能量的推进作用，从而保障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功。“新乡贤文化”本身是一种有

着榜样力量的文化，“新乡贤”作为乡村中先进生产力

的代表，是崇德向善、致力于公益事业、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先导者。封建社会的乡绅阶层

垄断各种资源，所以他们才得以推行以儒家文化为核

心的社会价值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

“新乡贤”拥有丰富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需要的资

源。他们大多受教育程度很高，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或从政从军，或创业经商，或从事教育、科技、医疗和其

他行业，且在各自的领域中卓有成就，成为“道德精英”

“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又都怀有浓厚的桑梓情、故

乡意。“新乡贤”身上的文化道德力量可以教化乡民、反

哺桑梓、泽被乡里，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有利于凝聚

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传统乡村文化，更有利于乡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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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不

仅需要“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智力、有效运用财

富的能力，而且需要“道德精英”维系文化传承和维护

社会和谐。“新乡贤”是“道德精英”中重要组成部分，在

当地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口碑好，深受民众尊崇，

一直在乡村振兴中承担着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文明乡

风民风家风等重要责任，扮演着重要角色。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同时，中国的乡村社会在精

神道德层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广大乡村民众在传统心

智还占据主导地位之际，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冲击使

他们无所适从，功利主义色彩愈发厚重，继而出现乡村

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村民人际关系中的信任危机，公

共精神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村民的乡村归属

感降低；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性降低，乡村认同感下

降［13］（P100）。因此，向民众推行文明、和谐、法治、诚信、

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必要的，而“新乡

贤”正是传播这些价值的积极力量。

“新乡贤”发挥了“黏合剂”的作用，把离开家乡的

人和留在家乡的人重新黏合起来、凝聚认同，并在乡村

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的情

况下，让乡土社会更好地黏合起来［14］。乡贤作为连接

本土传统乡情和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桥梁让传统与现

代有了“可译性”［14］。“新乡贤”无论是作为“黏合剂”还

是作为桥梁纽带，都是基于对家乡和国家的强烈认

同感。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者，需要充分挖掘“新乡贤”

蕴含的内在潜力，使之与中国乡村熟人社会中蕴含的

道德规范结合起来，按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时代要

求，构建起包括“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群众”的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权重评价机制，打造出品德高尚、能

力突出、学识卓越的“新乡贤”队伍。同时通过招募教

师、医生、村干部、企业家、志愿者、爱乡爱村模范等系

列活动，把那些德行好、口碑好的“在乡”和“不在乡”的

“新乡贤”推选出来，开展“新乡贤”评选表彰，并向他们

颁发最美“新乡贤”证书，授予荣誉，建立荣誉墙，竖立

荣誉碑，举办“新乡贤文化节”“新乡贤文化研讨会”等

主题活动，通过报纸、广播和各种新媒体，向群众弘扬

“新乡贤”文化，使“新乡贤”的优秀品质和高尚道德情

操内化为村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自觉，有效激励广大

村民，涵养积极向善、见贤思齐的文化氛围，增强“新乡

贤”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更有责任感地

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和手段回报家乡，投身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

（二）推动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体”基层治理

模式建立

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是在乡村建立一个良性、文

明、现代的治理结构。当今中国乡村贫穷落后、“又见

炊烟升起，暮色罩大地”的乡村美景逐渐消失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缺少有效解决乡村复杂局面的治理体

系和科学的治理结构。乡村振兴，亟须回溯中华上下

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从中寻找出破解之道。因此，“乡

绅治村”的模式对于目前乡村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乡村秩序和谐的实现单靠外力干预难以持久，村

庄的内生性才是实现乡村秩序和谐的动力之源。其中

内生的村庄秩序通过村庄内部人与人的联系而形成的

行动能力进而为乡村社会提供秩序基础［15］（P124）。以国

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力量、

乡村自身的内生秩序控制力量构成了传统中国乡村社

会的两种不同性质和向度的力量。乡村自身的内生秩

序控制力量离不开乡村精英力量的形成与推动［16］（P89）。

因此乡村治理需要政府、社会、乡村精英等多方力量的

共同努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整

个中国治理体系薄弱环节的乡村中实施这样一个巨大

战略，要面对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家长里短的琐碎事务

多、基层自治要求高、任务重等大大小小的问题，因此

需要建立“新乡贤”参事会，利用熟人社会的集聚效应，

为村级治理配好智囊团，推动基层组织协商民主，探索

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体”的基

层治理新模式［17］（P101）。

“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推动者，是

法治、德治和自治“三位一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建立

的中坚力量，在乡村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

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成功与

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者，要发挥“新乡贤”的

作用，一要建立起对“新乡贤”鼓励引导的机制，包括履

职激励机制、荣誉授予机制和公益捐建冠名机制。以

对家乡的感情为纽带，吸引本地的、外地的、在乡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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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的企业家、党政干部、学者、医生等各行各业的技

能人才等回归，壮大“新乡贤”队伍，鼓励“新乡贤”通过

投资创业、行医办学、捐款捐物等方式服务乡村振兴事

业。二要给予“新乡贤”恰当的参与身份，使他们能够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这个大舞台上展现自身的才干和

价值。鼓励并引导优秀的“新乡贤”成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第一书记、村主任等，为他们提供服务群众、服

务乡村振兴的舞台。三要建立有政府、村“两委”、群众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对“新乡贤”的评价机制和退出机

制，以确保“新乡贤”队伍的纯洁性和公信力。建立内

外部精英流通和外部精英内部化机制，既重视本土“新

乡贤”培育，又加强在外“新乡贤”的发现和选拔，不断

充实完善“新乡贤”结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的人才短缺问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人力资

源、社会资本的强力支撑。

（三）营建现代化的乡村经营体系

“新乡贤”大多是与乡村有着天然联系纽带，因求

学、经商而走向更广阔社会的精英。他们道德品行好，

才学出众，视野开阔，又有公益情怀。地缘、人缘和亲

缘将他们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吸引和凝聚他们用

其学识专长和经验等各类社会资本反哺桑梓，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因此，“新乡贤”将拥有的各种社会

资本加以优化，发挥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在乡村中营

造起现代化程度高、市场能力强的乡村经营体系。经

营型“新乡贤”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经营企业、种植业、

养殖业或其他经贸活动方面的优势，营建起规模化的

农业合作社，发展乡村旅游和农家乐，把乡村振兴经济

基础做扎实，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解决村民的就业问

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技能型“新乡贤”可以发挥

自身在农业种植和养殖、加工制造、建筑装修等方面的

技术特长，为村民提供生产管理、产品包装、农产品销

售中的各种咨询和服务，提高农民的收入。文化型“新

乡贤”可以发挥自身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和特长，推

进乡村文娱设施的建设和乡民文娱生活的改善，整理

传承乡村民间文化，组织提供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既可以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

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又可以提高村民的收入。

公益型“新乡贤”发挥自身组织能力强，活动范围广，联

系人口多的优势，通过做公益、做慈善，筹集资金，在村

容村貌整治、通村道路建设、水电网改造、乡村文化广

场修建、养老助学等方面，贡献力量，加强乡村基础设

施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发展。

（四）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

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提升乡村中的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公

共服务均等化。总体上说，中国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不

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是乡

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远远落后于城市。一般来说，乡

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都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但由于20世

纪末期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现象严重，群体性

事件屡屡发生［18］（P26），国家从2006年1月1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正式废止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种田交税”模式的终结，中国农民从此挣脱了压在身

上几千年的沉重枷锁，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结构进入了

一个转型期。接下来国家通过种粮直补、建立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村村通公路、在农村实行厕所革

命、自来水革命和垃圾革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幅度

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国家尝试建立起一套

惠民利民的面对面关系，因此以往“乡政村治”模式过

度压制村民的自治模式在实际运用中逐渐式微。

废止农业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善农

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

家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治理。但是由于废止农业税切断

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联系，乡镇基层政府无法再从农

村提取资源，也就不再参与农村的公共事务和农业生

产，导致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日渐疏远，村级组

织在村级事务中的功能日益弱化，在事权上收、工资统

发状态下，乡村两级基层组织只从事一些次要的、从属

性的工作。基层政府治理功能严重弱化，在农村公共

服务的提供上也越来越捉襟见肘，这也就意味着涉及

农村公共事务的道路整修、公共水电设施等诸多事项

就需要依靠乡民自己来完成。另外，随着乡村日益严

重的空心化，留在村庄的都是老幼妇孺，劳动力缺乏，

土地抛荒，市场经济浪潮把传统的守望相助的乡村淳

朴风气冲刷得荡然无存，乡村治理难度加大，乡村社会

各类“社会病”涌现，缺少共同利益联结的乡村集体无

法展开互助合作，公共服务设施老化，乡村道路失修，

而基层政府无力维护，依靠村民个人自发自觉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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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来进行集体活动已不再可能［19］（P143）。因此，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寻找一种连接基层政府与乡民

之间的媒介，“新乡贤”就成为这一纽带的最佳嫁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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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New Rural Sage”Promo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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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in the countryside in the new era，“new rural sage”is the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s members a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countryside.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have typical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new rural sage”is 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ed value of modern rural style，folk style and family style，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trinity”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of rule of law，rule of virtue and autonomy，building a modern rural
management system，and improving rural public services levels and other asp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KeyWords：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new rural sage；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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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

于内在尊严与外在承认的诉求认同政治。“对于现代人

来说，身份不再一成不变，同时拥有多重身份与不断变

换不同身份已经成为常态。另外，随着全球移民数量

的激增，移民迁入国的人口比例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

变化，利益格局频频洗牌，阶层分化持续加剧。这些变

化，最终使得身份认同的重心由传统同质群体、主流群

体和大规模群体（如民族、国家和族群等）向当代异质

群体、边缘群体和小规模群体（如移民、女性等）逐渐偏

移。”［1］研究西方身份政治的核心聚焦点是对民主政治

的冲击和影响，“身份政治内在于民主精神，扎根于现

代性本身”［2］。移民身份、女性身份、族群身份、种族身

份、文化身份等从不同侧面和维度对民主政治带来了

严峻的挑战。“对移民正在夺走我们的国家身份认同这

一点的担忧是真正将所有新民粹主义运动统一起来的

核心问题。”［2］研究中国身份政治核心聚焦于维护政治

稳定和社会和谐，强调文化身份认同、政治身份认同、

社会身份认同、民族政治身份认同。

个人与组织都具有多重身份认同政治特性，即个

人身份政治、组织身份政治、民族身份政治、国家身份

政治、文化身份政治、族群身份政治、移民身份政治、价

值身份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等的叠加化。身份政

治与身份政治认同互为表里、互相渗透、互相推进。身

份政治是身份政治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身份政治认同

是身份政治的内在动力。身份认同政治具有“好的可

能性”与“坏的可能性”，比如，既推动了民主政治又破

坏了民主政治，既推动了政治信任又破坏了政治信任，

既加强了政治纽带又破坏了政治纽带，既加强了政治

向心力又破坏了政治向心力。身份政治本身就是意识

形态化的，西方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化主要包括自由主

义意识形态身份政治、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身份政治、民

族主义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身份政

治。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化不但冲击了西方国内的民主

政治，而且威胁和破坏了国际秩序。网络既是身份政

治认同的重要平台和延伸，又促使身份政治认同发生

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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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身份政治认同的组成部

分。从一般意义上说，意识形态身份是意识形态身份

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意识形态身

份的标志。从特殊意义上说，具有意识形态身份，并不

必然导致意识形态身份认同，身份与认同既具有一致

性，也具有断裂性和分离性。意识形态身份有外在设

置身份和自我设置身份。意识形态身份有真实者、伪

装者、伪善者。意识形态身份有真认同和伪认同两种

对立的形式。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既包括政治意

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又包括非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认

同。网络是现实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的场所。网

络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同既是现实意识形态身份及

其认同的复制、延伸，又是现实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认

同的裂变和变异。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研

究身份政治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主要集中于西方和

美国，二是仅从身份政治本身展开研究，三是集中于身

份政治的边缘化研究，四是把意识形态身份视为身份

政治的一个要素或者变量，而非把意识形态身份作为

核心要素进行分析论证。本文尝试从网络政治意识形

态视角探讨身份政治认同的解构、重构、变异特性，并

尝试提出优化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多重选择

路径。

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

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网络意识形态

分为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在西

方，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基于自由主义

的多元主义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在中国，网络政治主

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意识形态。

网络政治非主流意识形态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政治

意识形态。网络政治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都是现实

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因网络具有虚拟性而产生解构

与重构的特性，从而形成变异性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网络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是基于网民内在尊

严与网民承认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政治，网络政治意

识形态身份认同是身份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同时又

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一）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

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及其身份认同。

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是现实和网络的基本政治身份

认同，民主政治是其外化制度认同，自由与民主是其最

高阶的价值认同，政治制度和多党政治是现实政治身

份认同，多数人裁决是其程序认同。民主是建立在异

质性基础上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演变为多

党制的不同党派身份认同，或者演变为两党制的不同

党派身份认同，或者演变为威权主义之下的一党主导

政治的身份认同。西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复

杂多变，保守与激进、左翼与右翼、极左翼与极右翼及

其意识形态身份互相博弈，导致政治“跷跷板”游戏不

断上演。特朗普利用网络推行其意识形态增加了世界

的不确定性，让“美国强大起来”的身份认同得到强化。

在中国，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政治主流意识形

态和非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二者是现实主流意识形态

的延伸。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非政治主流意

识形态具有统摄性和控制性。网络非政治主流意识形

态包括经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

流意识形态，但从政治相关性来说，都具有主流政治意

识形态的特征。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内在性认同和外在

性认同。内在性意识形态认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即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认同，尤其是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

主义的认同。外在性意识形态认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

注入、引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认同主

流意识形态是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同一性认

同。身份认同包括内在性认同和外在性认同。内在性

身份认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

产主义者身份认同；外在性身份认同包括社会主义制

度认同以及各种政治身份认同，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团员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各民主党派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等。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也是现实身份政治认同在网络中的延伸。从

网民的角度来说，发布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丢失

或者忽略其政治身份，现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要

与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相统一、相一致。

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及其身份认同更具有真实

45



治理现代化 2021年第1期

性，这既可以防止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的变异

和伪化，也可以防止与普通网民非主流意识形态身份

趋同化。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

存在着“伪认同”的现象。这表现在外在群体中的主流

政治身份认同与内在个人自身的非主流政治身份认

同，外在表演式的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

内在的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即“身在曹

营心在汉”的政治人格分裂式认同，也是“伪忠诚”的表

现。比如腐败分子在台上不断宣传和强调共产主义信

仰，在权力的实际运用中却忘记了共产主义及其党员

的身份认同，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设租寻租等。

（二）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

任何社会在具有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同

时，也具有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同质文化

易于形成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异质文化易于

形成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同质文化与异质

文化共存，形成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与非主流政治

意识形态身份并存的多元身份认同。

在西方，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主要表现

在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身份认同上。但

目前西方社会的现实和网络政治认同具有裂变的趋

势，这主要是受到了移民、种族的重大影响，民族主义

和种族主义沉渣泛起，民族身份和种族身份认同凸显。

“当下西方国家声势正猛的身份政治是一种深度现代

（deep modern）或后现代（post modern）政治形态。在

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与成熟现代（mature modern）

处境中，基于契约政治建构的社会认同度很高，让身份

问题处在潜蛰状态；唯有进入深度现代或后现代阶段，

由于契约政治认同度的下降，身份问题便释放出

来。”［4］主流意识形态受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裹挟。

“从概念上看，民粹主义虽然结构简单而且内涵浅薄，

除了人民至上原则和‘人民—精英’二元框架外似乎别

无他物。然而，一旦他与其他内容丰富的意识形态或

观念相勾连，比如与右翼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

族主义相结合，或与左翼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社会

主义相结合，情况就变得异常复杂。当前的民粹主义

新浪潮具有鲜明的右翼色彩，民族主义的色彩异常醒

目。”［5］对于美国来说，新旧保守主义、新旧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具有合流的趋势，身份

认同更具复杂化。

在中国，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包括非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和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实中有

多少种意识形态，网络就有多少种意识形态。这些意

识形态主要包括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及新自

由主义、保守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左派及新左派、右派

及新右派等。”［6］网络有多少种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

态，就有多少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例如民族

主义身份认同、民粹主义身份认同、自由主义身份认

同、保守主义身份认同、新保守主义身份认同、左派身

份认同、新左派身份认同、右派身份认同、新右派身份

认同。

非主流政治身份认同在现实中往往以个人形式出

现，难以以组织形式出现，即使以组织形式出现，也具

有隐匿化的特征。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既

以个人的形式出现，个人身份的认同，具有多向维度，

利益、地位、名誉、价值、意识形态、权利都是个人身份

形成的原因，也以准组织化的形式出现，但非真正的组

织化。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既是自我的自

主确认，也是网民的外在确认。一旦被网民确认为非

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就很难再改变其身份，否则会受到

网民的攻击、打压，并通过语言暴力的方式使其“人设

崩塌”。准组织身份包括网络大V的组织化、网红的组

织化、政治人物的组织化、政治事件的组织化、价值观

的组织化、意识形态的组织化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组织具有松散化、自主化特征，聚散离合完全取决于个

人意愿，但是具有严密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组织，其

中“饭圈”的集群化最具有稳定性，其组织性、纪律性、

指向性都极为明显。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

同具有从网络走向现实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和非主流政治意

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虚拟性、道德性、伪善性、重叠性

和差异性。网络政治具有虚拟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及其政治身份不断延续和拓展虚拟性。网络政治意识

形态身份的虚拟性涉及物理层面、精神层面、群体层面

和个人层面。现实的政治人身份变成网络虚拟政治人

身份，甚至出现“深度伪造”的政治人和社交机器政治

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具有典型的道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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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道德化与道德化的网络

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于一身。这一方面归因于中国传统

的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归因于对意识形态的差序认知。

对于一些网民来说，由于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处于社会

的底层，他们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与取向不同，对

于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缺少系统的理解，道德化的意识

形态认知就成为大部分人的首要选项。网络政治意识

形态的伪善性在于，对于意识形态不认同，但却以认同

的方式出现。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重叠性在于多

重身份的认同，对宪法公民身份的认同就属于重叠式

认同，无论何种意识形态身份，都在宪法认同之下，比

如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认同及其他民主党派身份

的认同均在宪法认同之下。宪法权威是至高无上的

权威，在宪法认同的前提下，具有各种各样的差异性

认同。

（三）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与网络非主

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差异性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身份都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并

贯穿始终，以虚拟化与碎片化的方式存在，认同也是虚

拟化和碎片化认同。其差异性在于，现实主流政治意

识形态身份认同也是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单一身份

认同，但存在着伪化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潜在可

能。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却更具有真实

性，同时具有外在于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身份认同。

二、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的形式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随着网络政治意识形

态的固化而固化，随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

化。解构与重构、共识与断裂、宏观与微观、拆解与细

分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使政治意识形态身份

认同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

份认同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这其中包括解构化

认同、重构化认同、共识性认同、“圈子化”认同。这些

身份认同，都是后真相的认同，是不顾事实真相的、基

于偏见的、低认知高道德化认同。在西方，经济全球化

和移民问题带来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身份认同给自

由主义民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去中心化的边缘化身

份认同、族群化身份认同给自由主义民主带来了新的

难题，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民主崩溃的症候。网络政治

的发展，使得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更加难以辨识。

但无论如何，以下几种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形式都

是必不可少的。

（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解构化认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主流政治意

识形态进行了批判，并以其左翼的视角进行解构，“我

们的目的是介入当今左翼的成败问题。具体来说，我

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质疑和同志式的对话打破庸俗经

济主义与庸俗文化主义之间的壁垒。我们呼吁从思想

上和组织上接受当代条件下存在的身份的复杂性；作

为当今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组织原则，左翼的斗争可

以通过并围绕这一范式进行组织——但是，所有这些

都认同，必须将这些范畴与资本主义本身一起历史化，

并最终废除它们”［7］。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文化

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解构，“当它以排斥或压迫的方式

鼓励一种强制的身份分类，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倡导

一种消费主义、占有性个人主义、无视阶级的逻辑时，

我们可以选择抛弃它”［8］。“把语言视为政治斗争的场

所，并将人重新塑造为能动的意义制造者，拥有描述、

解释并因而改变其生存世界的集体能力。”［8］但这种解

构是现实主义的整体解构，而非基于网络社会的网络

意识形态解构，其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依然是现实公民

身份。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解构化认同是认同意识

形态的某一个词或某一部分。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解构

化认同既有纵向化解构认同，也有横向化解构认同。

由于宏观政治意识形态的纵向性与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的横向性，导致了宏观政治意识形态“瀑布”遇到了网

络横向政治意识形态不同“水潭”的截留，“水潭”灌满

溢出，“每一个层次在原则上都产生势力对势力、资源

对资源、欲望对欲望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

优势的钟摆就会摆动，越出不同层级的边缘，其综合效

应绝不会像任何一股势力所想或设想的那样”。［9］（P111）

同时还存在“水潭”空置现象。解构化认同与认知、情

感、道德、价值、偏见、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后真

相扮演着重要角色。公共政治权力的宏观意识形态对

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缺少经验与情感的感知和认知，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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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少数研究公共权力的宏观意识形态专家之外，大

部分人难以理解宏大且系统化的宏观意识形态，但对

于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个体身份具有抽象与具体的感

知。也就是说，即便对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缺少充分

理解，对于个体的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感知依然强烈。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是解构性的意识形态，网民在解构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时，也调整了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这

种调整或者是隐性的，或者是显性的，或者是自觉的，

或是非自觉的。普通人通过个体政治身份实现宏观政

治意识形态与个体政治意识形态实现对接，也就是说，

个体政治身份是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与个体政治意识形

态的中介，并通过个体政治身份转换成个体政治意识

形态身份。

（二）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重构化认同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解构与重构同时存在，是网

络政治意识形态变异的一枚硬币的两面。与个体解构

化一样，重构化认同与认知、情感、道德、价值、偏见、信

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后真相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网

民对解构化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零件”进行重新组装

和整合，使其完全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重构化

的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使网民的意识形态身份更加复

杂，很难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对其身份进行定义。现实

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在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中变形、

扭曲、变异，且呈现碎片化和虚拟化，进而形成网络政

治意识形态的虚拟身份。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虚拟性身

份认同既取决于自我人设又取决外在人设，无论是自

我人设还是外在人设的意识形态身份都是既具有真实

性也具有虚伪性，既具有道德性也具有非道德性，虚伪

性和非道德性的人设意识形态身份往往具有“人设崩

塌”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共识性认同

“多元文化主义者提出了‘差异公民’（differentiat-

ed citizenship）概念。这一概念一方面强调差异的‘公

共性’，族群成员在具有公民身份和公民认同的同时，

也具有族群身份和族群认同。”［10］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的共识性认同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的

宪法性认同，也包括不同政治组织、政治群体的身份认

同，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

员的身份属于政治组织认同，各民主党派属于政治群

体的身份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宪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共识性政治

身份认同即是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共识性认同。树立

宪法权威、维护宪法尊严既强调了共识性政治身份认

同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共识性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

的重要性。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必须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身份的框架下言说和行动，非

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不能取代、超越、蔑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的政治意识形态身份。

（四）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圈子化”认同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圈子化”认同是基于不

同的意识形态而形成的。形态与内容各异的网络意识

形态形成造就了相应的不同身份，这在意识形态网站、

微信群、朋友圈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具有相同的网络

意识形态的网民建群，进入这些群的网民都具有意识

形态身份标识。网络意识形态“圈子化”具有同质化、封

闭化、排斥化的特性。“身份政治立足于本群体的差异性

和特殊性提出权利主张，当其超越对弱势群体权利保

障的诉求而过度泛滥时，就可能带来仇恨和对抗。”［11］

（五）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差序化认同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身份包括纵向差序认同和

横向差序认同。纵向差序认同是从宏观到微观与从微

观到宏观的差序认同。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纵向

差序认同，是从最高阶到最低阶的认同，是从宏观到中

观、从中观到微观的认同，是从抽象化、形式化到具体

化内容化的认同。在西方，宏观的公民身份认同会具

体到移民、女权等个体与群体的认同及其网络意识形

态的族群化、部落化身份的认同。在中国，宏观的公民

身份认同到具体的个体公民权利认同，宏观的主流政

治意识形态身份到具体个人意识形态身份认同，这种

认同通过现实与网络的灌输来完成。纵向差序认同在

从宏观到微观个体位移时具有发生偏离和失效的可能

性与现实性，即宏观上认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到

微观个体对宏观主流意识形态身份的不认可，比如网

络非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身份的批

评、质疑和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意识形态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强调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形

态，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在背离了宏观政治

主流意识形态时通过“秀智商”、道德绑架等方式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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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平等身份劣化为等级身份。

横向差序认同是由核心向外扩展的“涟漪”式认

同。横向差序认同是网络的独特产物，这既可以是由

血缘到地缘的由近及远的无限扩展，更可以是因网络

虚拟性带来的由远及近的无限汇聚，形成了“网络地球

村”。网络公民身份打破了国别的界限，形成了网络世

界公民身份。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全球化，给世界

秩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但造成了西方与美国的分

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秩序。“福山指出，世界

政治正出现新变化，它已经超越了以文化或者文明来

界定冲突类型的范畴，新一轮的全球秩序演化的核心

围绕身份认同问题展开。”［12］

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的基本功能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具有正向功能、平衡功能

和负向功能。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三种功能并存，引发

去中心化与再造中心化、边缘化与再去边缘化、去“圈

子化”与再建“圈子化”。网络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其身

份而不断博弈，形成了极为复杂的身份态势。网络在

各种意识形态身份中汇聚、游离、分化、重组，飘荡

不定。

（一）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正向功能

正向功能的内在意义在于通过强化意识形态的整

合提升网民的内在自尊和增强内聚力，外在意义在于

推动政治、社会的双重稳定。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

的核心是追求其意识形态尊严，维护意识形态尊严的

不可侵犯性、不可取代性。国家具有国家的政治意识

形态尊严，不容他国侵犯和干涉。国家公民具有国家

公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尊严，公共权力具有灌输的合法

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也具有保障和保护国家公民

政治意识形态尊严的权力与责任，他人和社会不得干

涉每一个个体公民的政治意识形态尊严。政治意识形

态的内在尊严和外在身份的承认，对于增加内在凝聚

力、向心力至关重要。只有现实和网络对意识形态尊

严与外在身份的承认，才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在宪法

层面上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宪法意

义上的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才能使公民获得主流

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稳定预期，自觉捍卫主流政治意

识形态。从微观层面来说，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生

活化、生活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化，是网络主流意识形态

流动的基本态势。网络具有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

易于形成主人翁的参与感、责任感和自豪感，主流政治

意识形态的“全过程民主”赋予网民的主体地位，改变

了政治参与主体虚置的现状。

（二）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平衡功能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平衡功能包括两部

分内容，即主导性平衡和制约性平衡，这是网络政治意

识形态认同的正向功能的组成部分。网络意识形态多

元化已经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各种不同意识形态在

网络上都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对极化的网络非

主流意识形态要压缩甚至取缔其发展的空间，对于理

性的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要采取限制引导策略。实现

网络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性平衡和网络非主流政治

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约束与制衡，使网络主流政治意

识形态与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相互激荡、互呈开放性、

互相吸取其合理因素。实行主导、平衡、制衡的目的之

一在于确立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和网络政治非

主流意识形态身份。这是宪法合理推论的结果，是宪

法公民权利具体化的标志。树立和维护宪法意识形态

尊严，也就是捍卫公民个体的意识形态尊严。如果公

民个体意识形态尊严得到维护和承认，那么公民就会

自觉地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三）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负向功能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负向功能主要指网络非主流

意识形态的负向功能，其负向功能源于政治认同危机。

政治认同危机是指“人们对政治体系产生了心理的疏

远和疏离感，与官方的政治实践及其主导的政治价值

之间产生了巨大裂痕，其正面的情感和意识体验出现

淡化、动摇，甚至崩溃，以致对于所在国家、团体、价值

观及其领袖的忠诚、信仰、支持开始消失。政治认同危

机的产生是由于影响政治认同的因素或者各因素的内

在结构发生了变化”［13］。对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

认同危机是政治认同危机的组成部分，其直接表现是

去中心化，进而造成宏大政治意识形态空置和失效。

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带来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

态身份危机，“我是谁”“我信仰什么”“我坚持什么”“我

捍卫什么”等问题的提出带来了意识形态身份的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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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空心化。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辩证性。网络政

治意识形态身份的功能可以互相转化，即正向功能可

以转化为负向功能，负向功能可以转化为正向功能。

如果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不能得到实际的确认，或

者正向功能遭到破坏，就具有转向负向功能的可能性

与现实性，比如微观公共权力直接侵犯了公民权利，公

民就会对公民权利进行污名化处理，并对自身的公民

权利、意识形态产生怀疑和不信任，并自我矮化或将他

人矮化为奴才身份。如果网络非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

份不被他人和社会承认，就会产生网络非主流政治意

识形态抗争，如果抗争具有合理性，就会推动政治的良

性改进。中国微观政治在抖音里的显现，逐渐厘清了

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边界，推动了微观公共权力与

公民权利的政治生态的进步，使公民权利身份和公民

意识形态身份逐渐现实化、具体化、个体化。

四、网络政治意识形态

身份认同的路径选择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选择具有不同的路径。从

政治学意义上说，社会分为两大领域即公共领域和私

人领域，公共领域是公共政治的主要场所，私人领域是

私人生活的主要场所。网络技术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

人领域的界限，形成了第三领域即网络政治领域，并使

公共领域私人化、私人领域政治化，不但“让上帝的归

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难以在网络上实化，即便是政治

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也是遇到了重重的道路阻隔。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虚假化、虚拟化、伪装

化、伪善化也给厘清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确立带

来了巨大难题。确立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既需要现

实的确认，也需要治理网络的多重路径并举。

（一）公共权力政治的进路

公共权力政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

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具有宣传和灌输主流

政治意识形态职能，在宪法、制度、规则、机制等各个层

面规制所有人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习近平多次

强调：“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的规

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就是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14］只有确立中国

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才能有效地确立主

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并引导公民与网民不断强

化其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在这方面，各大官方网站、公

众号等以宣传和灌输主流意识形态作为重要任务，起

到了引导管控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

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4］只有不断强

化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才能具有推动主流意识形

态的自觉性，形成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信任和

高度认同。

（二）公民权利政治的进路

公民权利需要公民意识形态身份，公民意识形态

身份强化公民权利的责任义务，何况公民权利、公民权

利身份本身就是现代意识形态塑造的产物，从这个意

义上说，公民权利身份就是意识形态身份。公民权利

与公共权力相对应，二者相互促进、互相制约，良好的

政治生态是建立在边界清晰的前提上。只有确立了公

民权利，公共权力才具有边界意识，公共权力才具有保

护公民权利之责。传统社会的政治是等级化、血缘化

的身份政治，现代社会的政治是平等化、非血缘化的身

份政治，是公民身份与契约政治相统一的政治。就一

般意义而言，中西方都存在着具有“结合普遍性与特殊

性的视角重建公民政治，乃是克制身份政治弊端、重建

契约政治、维护国家共同体的有益进路”［4］。就特殊性

而言，中国政治兼具公民身份政治与主流政治意识形

态政治于一身。确立公民主流意识形态身份，实现公

民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使主流政治意识形

态与主流意识形态身份互相强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是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延伸和变

异，既有对公民权利身份强化的一面，也有对公民权利

身份弱化的一面，这种弱化主要体现在网络非主流意

识形态身份对公民权利身份的弱化。在此情况下，

建立网络政治意识形态主流身份的多层级机制，显得

尤为迫切和必要。

（三）经济政治的进路

构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既需要政治经济学，

也需要经济政治学。从政治经济学来看，经济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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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需要

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为公民身份政治打下

良好的基础。从经济政治学来看，经济发展并不必然

带来公平的分配，需要加强国家干预才有可能达到平

等的分配。在罗尔斯看来，“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

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

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

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15］（P303）。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政

治学两个进路，一方面为公民权利身份打下基础，另一

方面保障公民权利身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

识形态及其意识形态身份，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其反

作用的表现之一就是由公共权力推进公民意识身份。

（四）文化政治的进路

追求边缘化身份的主流承认是美国身份政治发展

的新趋向，强调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反主流文化之

间互相竞争，而这和西方的多元文化具有密切的关系。

“身份政治迅速整合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

动、反战运动、反文化和新左派运动，重塑了美国政治

论争的话语，并衍生出族群、性别、性取向这三项身份

政治的核心议题。”［16］“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

这个文化工具受到了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后殖民

主义等左翼力量的特别青睐，逐渐演变为一个被自由

主义左翼定义的概念，专指国家内部被结构性边缘化

的少数群体成员基于相同的身份特征和认同需求而组

成各种身份群体，要求享有与主流群体相同权利的政

治活动。”［17］西方身份政治是多元文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并深刻影响国人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伦理

化、伦理政治化，或者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伦理本

位是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的伦理基因。“坚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

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14］这就要求不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并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相结合，通过文化进路确立现实

和网络公民权利身份，并以文化的进路确立现实和网

络意识形态身份。文化自信是确立现实和网络意识形

态身份的重要前提及保障。

（五）技术政治的进路

网络公共权力媒体或官方媒体需要顺应网络技术

的发展，及时迅速跟进推送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

跟进技术就是跟进时代，跟进娱乐就是贴进大众化。

官方媒体进驻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并通过大数据、

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有针对性宣传主流意识形态，通

过具体化案例解读主流意识形态就是这一趋势的体

现。既“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14］，也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的融合，在为算法注入道德的同时，

也要注入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强化网络意识形态身份。

比如，在抖音等大众化平台上，网络政治主流意识形态

在传播宏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也要传播微观主流意

识形态，实现宏观主流意识形态与微观主流意识形态

的对接与互相强化。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其自身的特性。

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同具有正向功能和平衡功

能，也具有负向功能。加强网络政治意识形态身份认

同建设，要建立具有复合性的机制体系，从而有效地推

进政治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经济稳定，进而不断加强政

治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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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计算机时代到互联网时代，人类处理信息的能

力越来越强，数据存储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如果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开启了全球化与后工业化

进程，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相继走完了计算机时代、

互联网时代，那么如今伴随着全球化与后工业化进程

的深入推进，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大数据

时代。“大数据”之所以产生，其直接原因在于各种数据

之间能够畅通无阻地聚集、利用和比较，而海量数据的

收集正是建立在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基础之上的。因

此，大数据时代必将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一个权力

更分散的社会、一个网状的大社会。［1］这也决定了大

数据从一开始就要求实现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只有

实现了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才能实现“全样本”数据，

只有实现了“全样本”数据，才能为大数据的前瞻性预

测提供数据基础。大数据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

之一，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习近平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

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

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

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2］由此

可见，加快运用大数据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大数据助

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当前以及今后的重要战略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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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

建设理念的契合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开放和共享是实现大数据

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开放性、共享性与前瞻性构成了

大数据的基本发展理念。这些理念给“数据协议”提出

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同时也对社会规制的整体逻辑提

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

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4］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

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预示着中国政府能充分把握大

数据时代这一社会治理变革趋势，坚持与时俱进。在

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持续地推动组织结构的变革，组

织流程的再造，需要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而这一

切的开展与推动都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与支持。［5］

（一）开放性

一直以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垄断地位决定了

它是倾向于选择封闭，而拒绝向社会开放的。因此，当

我们论及政府是封闭还是开放都是相对而言的。农业

社会因地域性特征明显，社会中的流动性较小，社会活

动多被限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6］在农业社会封闭

的系统中，统治型政府通过暴力工具的控制实现了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隔离，让被统治者长期处于封闭的、

高压的控制之下，以保证自身的权威不受挑战。进入

工业社会，社会化大生产使人和物流动起来，传统的地

域界限被打破了，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都呈现出

开放的状态。相对于农业社会的统治型政府来讲，伴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建立起来的管理型政府也呈现出较

大的开放性。一方面，在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前提下，管

理型政府不得不对政治部门开放；另一方面，在“民主

政治”的原则下，管理型政府又不得不对民众进行开

放。［7］但事实上，正如达尔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政治议

题有时候也会由非政治阶层发声而引起统治阶级的关

注，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的。通常情况下，非政治

阶层的公民只知道或者只关注自己阶层内的问题，他

们只有通过媒体或者其他的传播渠道才能知晓其他阶

层或者其他圈子的问题。但是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并

不等于他们想表达某种政治诉求，或者有能力解决这

些问题，他们必须诉诸政治阶层的成员去解决。而在

政治阶层内，某项议题或者行动方案通常都是由有威

望的专家、知识分子或者改革者提出，随后再想尽办法

以求吸引专业的政治人员对其观点的支持”［8］（P101）。

因此，这种政治系统的开放是有边界的。为此，克罗齐

耶指出，按照上述系统的逻辑进程，“当前的西方民主

国家，尤其是欧洲的国家从来都不能算是完全开放的

国家。因为，它们从来都是通过各种规则过滤或者屏

蔽参与者，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以保证精英人

士采取行动的时间和保密性。但是，目前，这种模式混

乱不堪，效能尽失”［9］（P18-19）。克罗齐耶的这一论述是

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在经过层层

过滤后，非政治阶层所关注的问题早已不是他们所要

申诉的问题，问题早已演化为政治阶层内部相关利益

集团的政治诉求。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管理型政府并

未完全改变其封闭的特性，在面向公众、面向社会时仍

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公众在获取信息方面仍处于劣势

地位，它的有限度开放只不过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

利益。尽管如此，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

定性的时代，这种介于封闭和开放之间的有限度开放

还是保证了管理型政府的治理活力，不仅可以有效地

消除社会矛盾，还能满足公众表达政治诉求的愿望。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一个封闭的系统迟早会

因缺少与外界的资源交换而变得日趋贫乏，并很快失

去生存的能力。正如一个生态系统必须从外界获得能

量以保持其最低的调节机制一样，如果该系统不能保

持平衡的调节，它就会变得退化而被其他的优越的生

态系统侵占。这是一条适用于任何系统的普遍法则。

因此，为了维持系统的持续生存，系统就需要对外界进

行开放，进行能量的交换与吸收。对现实中的政治系

统来讲也是如此，它需要不断地开放并从社会汲取有

用的资源，进行制度创新，这样才能保证政治系统的稳

定与平衡。在外界环境不复杂的情况下，系统只需对

外进行微小的有限度的开放就能较好地满足系统的运

行需求。但是，当外界环境变得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微

小的有限度的开放就无法再满足系统内部的运行需

求。正如到了工业社会发展后期，全球化与后工业化

时代的到来使社会的流动性增强，社会呈现出了高度

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状况，管理型政府的有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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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节制的开放常常因缺乏与外界的深度交换而显得

步履蹒跚，活力尽失，行动迟缓。反之，与这种封闭的

系统相比，开放的系统却显示出更高的效能与优越性，

而且更加具有活力。为了弥补这种缺陷，管理型政府

不得不做出建立“开放政府”“透明政府”的姿态以骗取

公众的信任。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等其他自治力量

的出现与成长也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压力，迫使政府

在某些方面进行开放。这一切都说明，开放越来越成

为政府发展的趋势和方向。进入21世纪，互联网、大

数据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的流动性。大数据

的流动性注定了它的开放性特征，流动性与开放性是

连在一起的。大数据时代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开放的

时代，它要求在社会治理的一切方面都体现出开放性

的特征。比如，它要求打破政府的控制导向，打破社会

治理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打破信息孤岛现象，它

要求政府开放数据，实现数据的共享，要求政府成为开

放性的政府……这一切都说明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已

经到来。任何封闭的力量都将受到开放性的冲击，以

至于在社会总体上是不可能造成历史进步趋势逆转之

结果的。［10］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型社交

媒体平台的建构变得越来越坚实，匿名化、模糊化，使

活跃于这一平台上的人们以各种各样的陌生人身份交

往，并扮演着多重角色。虽然工业社会的开放性也使

人们之间以陌生人的身份交往，但是这种陌生人的身

份还不能完全消解人的身份标识。而大数据的出现却

不一样，它的虚拟性所造就的陌生人社会因具有充分

的开放性而使人的身份标识彻底地被摘除了。它不仅

使人摆脱了真实身份的限制，而且还使人摆脱了各自

的传统文化、道德规范的约束。［11］人们可以随时跨越

时空的界限依据亚文化、兴趣爱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

一起……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数不胜数的专业化群

体以及同等专业化的语言游戏都有可能出现。这种跨

地区、跨国界、跨文化、跨民族的互动与交往，实现了人

们之间平等的交流与对话。精英与大众的鸿沟逐渐被

填平，传统的权威逐渐被摧毁，世界不再有中心与边缘

的区分，人们处于一种真正平等的地位。［11］这一切变

化使人们都不再拘泥于公民身份的限制。本来，公共

领域仅面向本国公民或者在公民之间进行开放，现在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公共领域的性质发生了彻底的改

变，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公民开放，而是向所有愿意参

与其中的人开放。每一个有意愿的人，不论他是哪国

的公民，只要他深处大数据时代的浪潮，都可以自由地

参与，自由地进出。大数据时代所具有的充分开放性

使公共领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公私领域的

边界在逐渐消融，公共领域的性质也将发生彻底的

改变。

随着公私领域边界的逐渐拆除，一个开放的政府

和开放的政治系统也即将到来。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

发展要求，各国政府都纷纷发起了数据开放运动，以求

建立更加开放、透明以及具有回应性的政府。其中，美

国、英国、挪威、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非等先

后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参与到“开放政府联

盟”（OGP）之中。［12］这种数据开放运动虽然可以使管理

型政府因开放性的增强而一时焕发活力，但并不能使

这种相对封闭的治理模式长久地延续生命。它们只不

过是管理型政府的临时变通和对漏洞的修修补补，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政府。而我们需要做的是借助

大数据这一东风，把社会治理的信息公开和政府行为

的透明作为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切入点，建立真正开

放意义上的政府。这种开放的政府，正如达尔所指出

的那样，“一个开放多元的政治系统的政治阶层是较容

易进入的，而且它的价值和目标也是被社会诸多认可

和接受的。因此，流行的政治观念也正是政治阶层体

现和反映的观念。比如，务实的价值观念是当前流行

的，那么政治阶层也会表现为务实的。如果流行的价

值观念要求尊崇传统，尊重个人成就或者强调政治、社

会或经济的平等，那么政治阶层就有可能反映这些价

值观念”［8］（P100）。也就是说，只有当政治系统表现出充

分开放性的时候，社会价值观念对政治系统的影响也

才较为明显，此时，它也更能接受社会中的积极效应，

表现出更多的正能量形态。按照达尔所描述的，当前

大数据时代流向的价值观念即是开放性，一个开放式

的政府要以资源的开放为前提，以公众的参与为基础。

既要能促进政府部门内部、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

社会、市场、公众之间的合作，又要能充分抓住时代的

发展机遇提升自身的治理水平，实现政府内部不同层

级间，不同部门以及机构之间的无缝隙运作，又要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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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大数据这一时代工具和社会的力量应对来自各方

面的挑战，发现解决问题的创新性策略。而能实现这

种充分开放的政治系统唯有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

是适应全球化与后工业化发展要求建立起来的具有充

分开放性的政府［7］，是管理型政府在开放性的道路上

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社会的一

切层面都变得越来越开放，在社会治理的一切领域也

越来越需要合作。开放是走向合作的前提条件，只有

开放的社会才有走向合作的需求。因此，开放的社会

也就是合作的社会。服务型政府作为合作治理体系中

的组成部分决定了它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它的建设理

念与大数据开放性的要求不谋而合，因此，它也是唯一

能适应大数据时代开放性要求的新型政府。

（二）共享性

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数据共享的时代，共享单车、共

享经济、共享消费、共享金融……这些词语的频繁出现

与流行无不是得益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正

是大数据推动了共享时代的到来。为顺应此趋势，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已明确提出把“共享”列为我国五大

发展理念之一，并强调要坚持共享发展，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可见共享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的意义之重大。

而事实上，共享不仅对于中国政府治理，对于世界上其

他任何国家政府的治理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共享”从表面字义来看即为分享，英语为“share”，

通常被解释为将某样东西或者信息等的使用权、产权

或者知情权等与他人分享。在我国历史上，“共享”一

词早在《东周列国志》中就有出现，书中描写齐景公与

相国的一段对话“金石之声，不敢独乐，愿与相国共

享”。罗贯中在其小说《三国演义》中亦有“共享”一词

的出现，曹操曰，“收服江南以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

享富贵”。由此可见，在农业社会，共享一词已被使用。

只不过农业社会“共享”的使用范围仍较窄，多限于熟

人、朋友之间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内的资源分享。进入

工业社会，工业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社交媒体兴起，报

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的广泛应用使“共享”的外延逐

步扩大，更多的信息和更多的剩余资源在传统媒体的

传播下被拿来分享，人们可以分享各地新发生的趣闻，

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人和事；人们可以分享自己

多余的资源，通过报纸或者广播向其他人告知……总

之，工业社会的这种分享已不再局限于熟人之间，也不

再局限于某一地域范围内，共享的范围和内容得到了

进一步的扩大。

其实，在工业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是不敢去

轻易分享的。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总是采取谨慎的态

度，小心翼翼地分享自己的资源，生怕一不留神就会损

害自身的财产、隐私或者其他权利。这种小心翼翼的

状态直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到了工业社会发展后

期，电脑的发明与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共

享”的范围有了新的拓展，只要有网络和电脑的地方，

人们就可以了解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查找到自

己所需要的信息。这个时候，人们借助于电脑，通过个

人社交软件分享信息和传递感情。如果说这个时候被

称为web1.0时代，共享扩散还受电脑限制，共享在很多

情况下都因缺少电脑而被迫终止的话，那么移动互联

网智能手机的普及则为共享时代的真正到来打开了通

路。大概自2008年之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移动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

信息的发布不再受电脑的限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

得更加紧密也更加容易起来。只要你拥有一部智能手

机，你就可以几乎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信息的传播

更加即时并随处可为，人们开始习惯于随时随地分享

自己的快乐与悲伤，分享对问题的看法，分享某篇好的

文章或者好玩的去处……随时在线，随时沟通，随时分

享所思、所想、所看，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一种生活常

态和生活方式。

共享理念的兴起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社会关系

的变革、文化价值的重塑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分

享的力量在传统社交媒体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至

此，虚拟与现实，线上与线下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起

来，人们像被“钉”在网络上的器件，无时无刻不在互联

网的流水线上工作。［13］（P7）商业和社交、社会生活，还有

个人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难以分离开。这些源源不断的

信息犹如滔滔江海汇聚成了一串又一串的数据，使基

于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共享经济平台开始出现。它

们的出现不仅影响到了传统的文化，还影响到了政治、

经济甚至整个社会机制，并彻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

活方式。我们的工作方式、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都

因此而发生了改变。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共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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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越来越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最初的汽

车、自行车、房屋领域逐渐蔓延到餐饮、金融、教育、知

识技能、能源设备等领域。人们外出的时候不再因为

叫不到出租车而浪费时间，因为叫车软件可以提供随

叫随到的服务；共享单车遍布大城市的大街小巷，人们

不再因为交通拥堵或远离地铁口而烦恼；一些住宿网

站可以帮助外出的人们住上既便宜又有特色的民宿，

人们不再因出游订不到合适酒店而烦心……

渐渐地，网络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社群组织，他

们因共同的价值诉求集合在一起，这些虚拟组织是现

实世界组织在网络空间的思维体现，这在当下是非常

流行的一个现象。现实中的组织涉及许多领域，关乎

着每一个人的行为举动，组织与人的互动促进了社会

制度的诞生。但是限于地域、时间等问题，组织与组织

间的交往是比较少的，已发生的交往也多是在社会制

度的框架下进行的，比较正式，也比较死板。而网络空

间的虚拟组织则不一样，网络系统为这些组织间正式、

非正式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中，组织的

交往更加灵活、放松，系统中的成员也能够更加自由、

充分地分享他们的价值观、喜好等。［14］（P84）他们来自世

界各地，这种社群组织既有产品型社群、兴趣型社群、

品牌型社群，又有知识型社群、工具型社群，他们聚集

在一起或分享某项产品的创意，或对话新知识的创造，

或合作某项目的开发，这种聚合对集体行动具有重要

的价值意义。［15］克莱·舍基曾指出，“分享是创造新群

体的基点”，因为“渴望成为群体的一员，在群体中与他

人共享、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是人的基础本能，而此

前它一直受到交易成本的抑制”。［16］（P43）大数据时代的

到来不仅降低了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还推动了分享

行为的前进，激发了集体行动的参与精神和参与热情。

这种集体行动的分享、合作与协调行为，既是顺应大数

据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也是应对大数据挑战的正确

选择。政府的任务在于丰富集体行动的生活，并将之

应用于政策建议、执行和计划协调之中。［14］（P84）但是长

期以来，受工业社会控制思维的影响，让管理型政府积

极主动调节虚拟组织的集体行动生活，和他们一同分

享建议和计划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型政府作为最

大的资源占有主体，一直处于资源的垄断地位，它不仅

掌握着诸如工厂、设备、工人、土地、商铺等社会的一切

生产资料，还拥有一切物品的占有权。虽然它为了维

持社会秩序，也会修建公路、公园、学校这样的公共资

源供大家共享，但是一旦涉及管理型政府的切身利益，

它就会明显地划出界限，收紧自身的资源，更不用说去

分享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资本家独占生产资料的

现实被一步步地推翻。互联网的运作机制使市场经济

的一切占有权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物品属于谁将变

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它。人们

通过各种App实现了物品和时间、地点和技能的匹配，

使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在此情况下，管理型政

府过往的中心——边缘结构治理模式被打破，虽然它

也会假装顺应时代趋势在部分领域做出共享的样子，

而其实质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暂时的社会冲击，一旦有

任何控制资源的机会，它都不会主动与社会分享。但

是，不论时代的好坏，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今的世界正在

被共享这一新的生产力全天候地改变着，许多的不可

能成为了可能，许多的资源进行了快速的组合连接，它

们无时无刻不焕发着新的生命力，旧模式要么被摧枯

拉朽地摧毁，要么迎来凤凰涅槃般的重生。［13］（P7）

如今，共享不仅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理念，已经

深深地植入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洪流中，不论个人还是

组织，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身处共享的中心，成为

共享时代的一员。共享不仅是一种模式，一种理念，更

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关系，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它的

到来意味着一个新的无中心的时代到来，将推动社会

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因此，共享从更深层意义来讲

即为规模化合作，成千上万的人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

互动，通过资源、技术、设备等的分享促进社会的变革。

为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共享的社会价值。可以说，资

源共享是在人类历史的变革中实现的，亦是在大数据

促使的社会变革中实现的。资源共享体制的自觉建

构，将促进大数据变革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人类历史的

变革运动的早一日到来。政府作为最大的资源占有主

体，这种自觉建构将首先从政治系统开始，从消除政府

内部的数据鸿沟、信息孤岛，实现政府内部的信息共享

开始，并逐渐波及整个社会治理系统，到那时，不仅政

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逐

步走向开放共享，社会治理的一切领域都将实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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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享，直至社会一切领域边界的消融，进而引发社会

治理模式的变革。当信息资源被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

均等地占有时，社会治理的状况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意味着“协同共享”作为21世纪的一种新型

经济模式，很有可能会取代资本主义，成为21世纪下

半叶主导人类的经济形态。到那个时候，生产率在新

技术的推动下将变得极高，物联网也将变得越来越发

达，边际成本几乎趋于零。每一个人都是生产者又同

时是消费者。他们不仅能在互联网上共享资源，还能

共享信息、实物以及其他东西。人们不再关注某个物

件属于谁，而只需要关注它的使用权，“共享价值”将取

代“交换价值”，这一切都预示着人类的发展进入新纪

元。［17］（P19）这个时候政治资源虽然还会被一些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人占有，但是并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公众没

有任何决定权。而今，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意见才具

有最大的影响力，才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同。［18］（P268）管理

型政府因拒绝分享资源终将在大数据的分享洪流中被

淘汰，而服务型政府是提倡共享性的政府，是与大数据

共享理念发展相一致的政府。它作为一种引导型的政

府，不仅会引导其他治理主体合理地分享信息资源及

其他资源，它还会有效地化解资源分享过程中的矛盾。

服务型政府也是合作型的政府，它不仅会主动寻求与

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开展信息资源以及其他方面资源的

合作，以共同应对大数据的挑战，开发大数据的价值，

它还会主动地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引导公众以及其他

治理主体合理有序地参与进来。因此，服务型治理模

式与大数据要求的在信息共享、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去

自觉建构的治理模式的要求是一致的。服务型政府会

在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运作的过程中真正体现信息共

享、资源共享的原则，让公众真正地参与到社会治理的

过程中来。这既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也是服务

型政府建设的理念。

（三）前瞻性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21世纪大数据的核

心内容即为预测。所谓预测，即前瞻性地预知未来所

要发生的事情。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将过去被

忽略的毫不相关的数据整合起来，对各种事件未来的

运行情况进行前瞻性预测，以掌握大数据发展的主动

权。通常来说，“前瞻性”是与“回应性”相对应的一组

词语。所谓前瞻性正如“前馈控制”所描述的一样，指

通过观察收集整理信息、总结规律，预测未来可能出现

的问题，并在问题出现的临界点之前提前采取纠偏措

施，以防止或者避免问题的发生。这种建立在科学预

测基础上的控制方式也被称为预先控制或者事前控

制。所谓回应性即如“反馈控制”所描述的一样，是在

问题发生后才进行处理，这种方式的弊端是一旦损失

发生就无法挽回。因此，相对于反馈控制来说，前馈控

制不仅可以避免反馈控制带来的损失，还可以避免反

馈控制的时滞效应。［19］大数据的前瞻性不仅体现为预

测能力，还体现在在事件发生前、发生后处理事件问题

的“弹性”能力。

在农业社会，人类也会进行预测，比如对气象、节

气、地壳运行等规律的总结，但是，这个时候的预测多

数是基于经验展开的分析。虽然这些预测也是建立在

数据规律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适用的

范围比较窄。进入工业社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兴

起使数据的收集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因时间、空间

以及人的有限理性等因素的制约，在数据收集的过程

中根本无法获得总体数据。为此，人们就不得不通过

选取样本数据去分析验证总体的情况。为了更好地判

断总体的情况，就需要选取的样本越大越好。而事实

上，传统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无法覆盖所有地区不

同样本的情况的。为此，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就不得

不先控制一些变量，进而再去分析其他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情况，这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常常引起争

议。因此，这些在“小样本”数据时代做出的预测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也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大数据时代

的预测则不一样，海量数据的记录虽然容易引爆个人

的隐私危机，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

它却也为各种实验和预测提供了新的工具与帮助。它

第一次毫无偏见地对成千上万的数据进行记录，海量

数据丰富多样，它们的实时更新，避免了传统数据采集

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它关注相关关系，这种思维方式的

转变不仅降低了传统数据因果关系分析判断的时间成

本，还提升了问题判断的准确性。此外，大数据技术的

创新也大大提升了人们处理海量数据的速度和能力。［20］

一方面，数据存储器的不断更新换代使数据的收集与

存储越来越便利，并且成本也会越来越低；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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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明也将为分析数据规律提

供越来越多的支持。

大数据的这些优势可以突破传统的社会调查研究

方法的弊端，跨越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全样本”数

据，从过往一些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的原始数据背后

发现规律，为计算机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

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进行科学研究和计算提供了

重要支持，并可以成功地在任何领域指导人们的实践

活动。研究发现，93%的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可以

用规律、模型等原理法则进行重现和预测。当我们将

生活数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

实大家都非常相似。［21］（P2）这些模型和原理已被众多互

联网巨头公司以及发现大数据预测价值的组织运用，

成为他们追踪人类行为和开拓商业模式的重要工

具［21］，也成为政府开展各种社会治理活动的指导依

据。比如被誉为“核代码”的美国数据分析团队根据选

民的特点预测选区选情；“谷歌根据用户查阅药品、药

店的情况分析不同地区的人们患流感的情况，并据此

预测流感发展的地区和趋势”［22］；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团队利用大数据发明的新算法提前预测推特上的

热门话题；“滴滴打车根据每天产生的订单数据，对城

市及周边道路行驶状况、人群流动情况等进行准确检

测，以便对车辆的分布进行合理配置”［22］。前瞻性预

测将越来越成为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行政生态学理论认为，随着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

行政管理的模式及社会治理模式也应随环境发生变

化，即行政管理模式与社会治理模式必须与行政生态

环境相适应。在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大数据

时代，大数据不仅要求自身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也

要求这一生态环境中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政府

具有前瞻性。然而，一直以来，政府的思维惯性都是在

问题出现之后，采取回应性的方式处理问题。这一方

面是由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数据收集能力的局限

性，尚无法实现科学的预测以指导社会治理活动的实

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农业社会简单确定和工业社

会低度复杂性与低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政府采用回

应性的问题处理方式可以很好地处理社会问题。因

此，二十世纪出现了许多经典的回应模式，其中，政

治—行政二分原则、官僚制组织形式和科学管理为代

表的经典时期、行为主义时期、公共政策运动、新公共

管理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新公共服务运动被誉为政

府回应性的六大基本模式。［23］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

代以来，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社会不稳定

因素凸显，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治理危机。

暴力冲突事件、恐怖袭击活动、金融危机等等，种种突

发事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仅破坏了

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一次次考验着政府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进入21世纪，大数据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更

是加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突发事件一方面要求政府

既具有回应能力，即应对突发事件和不确定性事件的

速度与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具有前瞻性的预见

能力，建立起一个能够根据环境变化情况而随机应变，

超越回应性的前瞻性政府。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

危机的出现不仅考验着政府的回应性能力，更考验着

政府的前瞻性能力。面对政府失灵的状况，新公共管

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奥斯本和盖布勒提出将政府改革为

“有预见性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表面看来，奥

斯本和盖布勒的这种提法预示着“前瞻性政府”的雏

形，而事实上，这种有预见的政府只不过是对管理型

政府回应性模式的修修补补，其实质仍然是以“回应

性”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前瞻性”仍然是服从于“回应

性”的。

服务型政府是基于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

定性提出来的，在这一环境下，政府单单满足于回应性

的追求注定是无益的。因此，与以往的政府模式不同，

服务型政府将是超越回应性的前瞻性政府，但这并不

是说既往的政府回应性模式不再发生作用，而是说这

种回应性将服从于前瞻性。前瞻性与回应性二者并不

矛盾，它们都统一于前瞻性之中。回应性的政府是指

政府被动地回应社会问题，只有等问题出现了或者被

发现了，才匆匆地采取应对措施。服务型政府不一样，

它不会等问题累积出现后再去回应，而是会主动地处

理前景无法准确预测的事件，不仅创造性地发现问题

并解决问题，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在问题还未出现甚至

还没来得及发生的情况下，就已经被创造性地解决了。

当服务型政府前瞻性、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时，回应性就

已经包含其中了。［19］服务型政府的这种处理问题的前

瞻性理念与大数据的预测理念不谋而合。因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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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政府会主动寻求大数据技术的支持，在开放、共享理

念的基础上实现不同领域之间的数据整合，与其他治

理主体共同合作开发大数据的价值，为政府开展社会

治理活动提供前瞻性的预测与科学指导。因此，如果

说工业社会的数据标准化应用是建立在被动响应基础

之上的话，那么后工业社会大数据的到来与应用必是

建立在前瞻性预测基础之上的。从“被动回应”到“前

瞻性预测”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思维方式转变的根本要

求，也是政府模式从管理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必

然要求。

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的契合详见图1。

图 1 大数据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的契合

三、结 语

综上所述，传统管理型政府因其固有的封闭性、控

制性特征，是不可能主动向社会开放，与大众共享资源

的，因其固有的回应性特征，也是不可能主动地前瞻性

地处理问题的，这些特征决定了传统管理型政府与大

数据的发展理念是无法融合的。而服务型政府是适应

全球化与后工业化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由中国学者

基于中国政府改革实践提出的一项新的理论自觉，它

不仅表明了中国政府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预示着中

国政府能充分把握社会治理变革的趋势，在回应全球

化与后工业化时代大数据的冲击中找寻到了正确的道

路。它是以社会公众为中心，通过实现政务公开，不断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推动政府与公众的广泛互动，

以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为目标进行管理创新与变革，

在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的同时，形成政府引

导下的公众广泛参与的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大数据

所倡导的开放性、共享性、前瞻性理念正是服务型政府

建设的题中之义，这也决定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理念

与大数据的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未来，随着大数

据的深入发展，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理念将会与大数据

的开放性、共享性、前瞻性的理念越来越融合，服务型

政府不仅可以有效地驾驭大数据，并灵活地应对大数

据的挑战与冲击，服务型政府还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

的机遇和价值，为更加有效地开展社会治理活动提供

指导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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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nance of Big Data and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Concept：
Openness，Sharing and Forward-l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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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mobile Internet，Internet of things，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21st century，human beings have decla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 the era of big data.
Openness，sharing and forward-looking constitute the basic development philosophy of big data. As a govern⁃
ment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s an open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open⁃
ness of resource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ts openness determines that it is a shared government. It will active⁃
ly build an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 and guide other governance entities to share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other resources reasonably. Its flexibility determines that it proactively handles events that cannot be accurately
predicted in the future，creatively discovers and solves unexpected problems. It means that the open，shared，
forward-looking ideas advocated by 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coincid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Therefore，the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will actively seek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provide
guidance and basis for more effective social governanc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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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三维路径探析

刘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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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破”“承”“立”是从整体上推进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三维路径。“破”是前

提，破除腐败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正本清源；“承”是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培元；

“立”是根本，确立廉洁价值观，守正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之魂。“破”“承”“立”三维路径是有机统一

体，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夯实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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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学界普遍认为廉政文化是人们

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

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是以廉政为核心内容的

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结合体，在范畴上属于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则是一种能

动性的建构，是动态的过程，从宏观视域看，破除腐败

文化、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以及确立廉洁价值观是

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廉政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全

体公职人员廉洁从政，促进全社会形成清正廉洁的社

会风气，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放置于我国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内，廉政文化建设为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夯实根

基，也是提高我国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

措。本文试图对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展开整体性研究，

全面分析“破”—“承”—“立”三维路径在我国廉政文化

建设中的功能作用，揭示三维同建的必要性并提出可

行性方案，为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提供新思路。

一、“破”：破除腐败文化，

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正本清源

腐败文化是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环境，腐败行

为往往嵌入腐败文化场域中，腐败文化越盛行，腐败越

猖獗。破除腐败文化，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是建设廉政

文化的基本前提。

我国的传统人情社会成为腐败文化诱因。费孝通

先生认为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形成以个人

为中心、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亲疏有别的人际关系

“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就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

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1］（P41-42）。这一圈

圈波纹体现了我国重血缘、分亲疏的传统伦理社会格

局，以家庭为中心构建起具有特殊意义的“互帮互助”

的功利性人情关系网络。恰恰是这种功利性的传统人

际关系文化为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支撑，社会

学家认为这种基于人情网络建立的“特殊信任”是一种

消极的社会资本，与腐败程度呈正相关关系。［2］在我国

62



·文化治理与文化建设·

千百年的封建官场上，“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

天”正是封建官场腐败文化的真实写照。孙中山先生

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

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革命，终结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买办统治

和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关系，封建官场的陋习被暴风骤

雨般涤荡清扫。然而这种传统的腐败文化在观念上深

刻影响中国人，根深蒂固，一旦外部客观条件适宜，又

会沉渣泛起，继续催生腐败。

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

艰难探索，终于探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

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在

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际遇中，我国以积极开放的姿

态融入世界，学习和汲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

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乘虚而入，个人主义、自由主

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逐渐渗透

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一些理想信

念不够坚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

来，脱离人民群众、接受吃请、收受贿赂的党风政风出

现；社会上容忍腐败、羡慕腐败、以腐败为荣的思想观

念和社会风气张扬；舆论空间则充斥着腐败是推动经

济发展润滑剂、必需品的错误观点。当封建腐败文化

残余与新时期涌入的西方腐化思想相遇，当腐败文化

逐渐弥漫于各领域，权力寻租、权权交易、权物交易、权

色交易等腐败现象就会层出不穷。

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对腐败产生深刻影响，腐

败、“亚腐败”价值理念制约着腐败问题的根本解决。［2］

对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力和其他利益的行为，有

些人不但不觉得卑鄙可耻，反而趋之若鹜，千方百计想

成为腐败圈子中的一员，一旦进入“圈子”，则为自己拥

有获取特殊权利的机会而沾沾自喜。许多人对具有

“腐败能力”者阿谀奉承，讨好巴结，希望通过依赖权力

实现个人愿望、获得个人利益。一个普通商人苏洪波，

将自己营造成来头大、靠山硬、关系广等身份背景，就

被云南省两任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秦光荣奉为座上宾。

其他的干部和普通群众更是将其奉为“能人”，刻意攀

附，唯恐不识。［3］这种“腐败羡慕”和“以腐为荣”的意识

形态，折射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即人们相信腐败“圈

子”能够奏效，相信腐化的关系网络才是“办成事”实现

目标的必备工具，能找到“关系”“靠山”就是能力的象

征。这就决定了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决斩断“小

圈子”“关系网”等联结腐败的纽带，彰显腐败终究要付

出代价的因果逻辑，使人们从思想上消除对腐败的容

忍和羡慕。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

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

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

一天会出事！”［4］（P769-770）他又强调：“要让每一个干部牢

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5］（P395）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大力反腐，对

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一大批贪腐官员被查处。不

管是身居高位的“大老虎”，还是群众身边的“小苍蝇”，

“伸手必被捉”的威慑力在现实中不断显现。白恩培、

秦光荣、苏洪波等玩弄官场“潜规则”的干部和参与腐

败交易的其他人员也终究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当越

多的人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感到满意，他们越愿意参

与建设一个更加廉洁的社会。［6］因而，我国廉政文化建

设必须进行伟大的斗争，彻底铲除腐败文化，扫除催生

腐败之风的深层次文化诱因。广泛宣传动员广大人民

群众参与到廉洁社会建设当中，党内外同向发力，从思

想观念着手，铲除腐败文化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挤压

腐败文化生存空间。

（一）加强党风廉政教育为重点，削弱腐败文化消

极影响，以廉洁的党风政风清除腐败风气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新

的历史条件下，一部分党员干部在考验和风险中放松

自我教育，把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易的做法运用于公权

力交易，把人情关系异化在道德和法律之上，侵蚀党的

先进性、纯洁性，腐败成为横亘在党群关系之间的“毒

瘤”。当公权力对社会利益不断侵害时，人民群众对领

导干部的不信任感也便会随之加深，进一步发展很可

能会掉进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塔西佗”陷阱中，危

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7］（P35）党的十八大之后，

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自上而下开

展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反“四风”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公款吃喝、公车使用、“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又从“实”出发升华领导干部作风建设；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每一位党员增强全心全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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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从合格党员做起，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体党员担

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

重任并为之不懈奋斗，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中国共产

党持续推进、严肃认真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廉洁的党

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廉洁的党风政风是破除“潜规

则”、根除“关系网”的“清洁剂”，是遏制腐败文化蔓延

的锐利武器。

（二）由重点推向全面，坚决批判并抛弃腐败文化，

引导全体民众与腐败文化作坚决斗争

随着党中央持续坚决反腐深入推进，一些反对意

见随之涌现，有的认为反腐败会降低政府办事效率，有

的公然提出反腐败阻碍经济发展，还有的提出反腐败

过头论。这些或是短视的错误认知或是别有用心的指

责往往混淆视听，涣散人们的反腐斗志，形成一种为腐

败行为呐喊助威的腐败文化氛围。我国廉政文化建设

必须坚定反腐败鲜明立场，明辨是非、鞭挞腐恶、弘扬

正气，揭示我国反腐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导人民群

众以长远的目光深刻认识腐败的危害，教育人民自觉

成为反腐败阵营中的一员，敢于向支持腐败宣扬腐败

的错误言论和观点亮剑，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文化，与腐

败文化展开坚决斗争，清除腐败文化思想阵地，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正本清源。

二、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

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培元

优秀传统廉政文化是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源头活

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

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5］（P390），

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着涵养新时代清廉党风政

风和社风民风的丰富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深

刻影响着中华儿女。儒家经典《尚书·周官》早就提出

“以公灭私”的要求，《礼记·礼运大同篇》发出“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的倡导，荀子在《赋篇》建议统治者“公

正无私”，儒家思想体系中彰显鲜明的“崇公抑私”立

场。法家韩非子《饰邪》篇也强调要“明于公私之分”，

提出公私分明的鲜明主张。墨家墨子《修身》提出“廉、

义、爱、哀”之道，把廉政作为重要德行明确提出。我国

古代廉政思想彰显了对“公心”的推崇，蕴含着“廉”的

道德内涵，并逐渐发展为勤政廉政与“民本”思想的结

合，形成公正无私、节俭重民、心系天下的传统廉政品

德，渗透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传统廉政教育文化也

深刻影响着我国普通民众，古代蒙学读本《千字文》把

“廉洁”和“气节”“正义”“谦让”作为即便是人生困顿潦

倒时都不能缺失的重要品德。《弟子规》提出“物虽小，

勿私藏”，认为占有很小的公物也是道德缺失。诸葛亮

的《诫子书》教育后代“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光在

《训俭示康》告诫子女“世以清白相承”。戒奢崇俭之道

在我国古代的廉政教育中熠熠生辉。仁爱民众、以廉

养德的历代清官身体力行，将廉洁从政的品德落实于

为官实践之中，深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从汉代的李广、

孔奋到清代“第一廉吏”于成龙，许许多多的清官廉吏

成为我国官场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他们书写

了“廉者，政之本”的真谛，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

为官典范。

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形成独特

的文化元素，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之中，是当前建设廉

政文化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毛主席指出：“从孔夫子

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8］（P34）实现对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彰显现代价值，成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源头活水。

（一）文本传承与廉政知识建构

文本形式是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形式，

既要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好传统廉政文化文献典

籍，这是其他传承方式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依赖优秀传

统文化建构廉政知识的第一层面。在此基础上，继续

上升为创造性的知识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传

统廉政文化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相

结合，赋予时代内涵，挖掘其超越时空限制的时代价

值。一方面，以脍炙人口的通俗读物形式将优秀传统

廉政文化的深刻内涵深入浅出地呈现于民众。另一方

面，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总结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

与不足，激活传统文化廉政资源，去芜存菁，汲取传统

廉政文化建设的智慧，推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创

新，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拓展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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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和广度。

（二）实物传承与廉洁心理建构

实物传承形式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突出特征，我

国历史上的许多优秀廉政文化与实物联系在一起。古

代廉政者故居、廉洁牌匾、勤政工程等各类承载着廉洁

精神品质的实物均可作为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现

代载体。纸上得来终觉浅，当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历

史场域”嵌入人民大众的现代生活时，人们走进现场，

“观看”“触摸”古代廉政实物，置身于历史场景，不知不

觉为古代廉政文化所滋养，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受廉政

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廉洁意识，加强对清正廉洁的

认同感，对贪腐的鄙视和否定，从而实现廉洁心理的建

构。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廉洁心理筑起了避免滑向腐败

深渊的内部防线；而广大民众在面对现实的腐败现象和

腐败行为时，则不再认为是正常现象而容忍之，更不会

盲目地羡慕和崇拜，而是勇敢地行使监督腐败的权利。

（三）艺术再创作与廉洁行为模式建构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人们

的精神追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工作者需将思想性、

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结合，不断创新文化产品，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优秀传统廉政文

化资源恰是我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宝库，蕴含着当代艺

术创新所需要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将优

秀传统廉政题材纳入现代舞台艺术和影视剧创作之

中，既是文化传承，又是艺术创新，更是以艺术形式倡

导和弘扬廉洁行为模式。用现代艺术形式激发传统廉

政文化“崇廉尚廉”的育人功能，使人民群众在满足文

化需求中感悟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永恒魅力，崇尚和

追求廉洁品质，并逐渐养成廉洁的生活方式。

三、立：确立廉洁价值观，守正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之魂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

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既是对执政党建

设的战略部署，也是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

的深化。廉洁价值观是廉政文化的内核，又是廉政文

化本身，确立廉洁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

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正风反腐“不仅事关政治生态的

净化，更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9］

马克思通过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总结，提出社会公

仆思想和建设廉价政府的构想。［10］（P55）“社会公仆”和

“廉价政府”的定位明确了无产阶级政权显著的人民立

场。廉洁价值观突显了马克思主义防止政权异化实现

廉洁政治的内在本质，体现了对人民负责的基本立场

和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早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清正廉洁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内在

要求，培育共产党人廉洁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清

正廉洁、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共产党的廉洁价值观

培育又与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相辅相成。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既要“督

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

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也要“在全社会培育

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11］（P135-136）

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理想信念与全体民众的廉洁社会

价值取向是内在统一体，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恰

恰是中国共产党廉洁从政这一政治伦理的内核。［12］在

全党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是我国腐败治理不断深化

标本兼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一环。

（一）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确立培育廉洁价值观的制

度体系，改变我国当前廉洁价值观建构的式微状态

廉洁价值观是对廉洁价值取向的接受、认同，进而

引导人们形成廉洁的行为模式和生活生产方式，是一

种缓慢的建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崇尚清廉与羡

慕容忍贪腐相博弈，在我国较长时期内还会依然共存。

有学者在连续五年的廉情评估调查数据中设置了“廉

洁接触指数”项，即对被访者就其最近一年是否经历过

“为了办事方便向公职人员请客送礼”进行测量，测量

结果显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行贿的可能性依然比较

高。［13］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即使是在我国反腐败已

经取得巨大成效，反腐败得到人民群众极大拥护和支

持的情况下，许多民众仍然没能从价值观高度认识腐

败，也未能从内心深处抵制腐败，相反却在日常生活中

参与了行贿的腐败行为，表征着我国廉洁价值观的构

建仍然处于式微。要而言之，我国廉政文化建设，需要

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确立培育廉洁价值观的制度体系，

以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推动实现廉

洁价值观培育常态化和持续性，以丰厚的廉洁思想和

价值意蕴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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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化导向、教化和规范等多重价值功能。

（二）实现廉洁价值观的生活化建构，助力一体推

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以刮骨疗毒、壮

士断腕的勇气和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坚定推进，

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

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不敢

腐”依靠严厉惩戒腐败的威慑力，“不能腐”突出扎牢权

力的笼子，“不想腐”则是内部力量，是对“不腐败”行为

的自觉选择。当前，“不能腐”的惩戒力度越来越凸显，

制约和监督腐败的笼子也越扎越紧；“不想腐”的自觉

性有所增强，然而在新的反腐败形势下仍需要加大力

气把稳思想之舵，筑牢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体制机制的思想堤坝。这表明我国需要将廉洁价值

观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大力弘扬群众史观和人民立场，

推动全体社会成员以服务人民作为行动指南，在日常

生活中廉洁奉公、诚信友善；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个

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大

公无私。以廉洁价值观为核心推动我国廉政文化建设，

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力。

四、“合”：三者结合，

全面加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破”“承”“立”三

维路径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破”是前提，破立相辅相成，不破不立，破除腐败文化、

铲除腐败土壤，是建设我国廉政文化的首要任务。“承”

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5］（P164），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廉政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源泉。“立”是根本，是“破”和

“承”基础上的创新，在全党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全面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需要家庭、学校

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将“破”“承”“立”相结合，做细做

实，久久为功。

（一）把家庭作为“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第一

课堂，以廉洁家风建设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家庭是每个人最温暖的心灵港湾，家庭教育对个

人品德形成产生最直接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

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

做人的教育”。［14］（P354）廉政文化中包含了公正、无私、诚

信、清廉等许多重要品德，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最早、时间最长、程度也最深，建设廉洁家风，对消除腐

败文化影响、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和培育社会主义

廉洁价值观具有渗透式教育的独特优势，能够潜移默

化地熏陶个人的廉洁品格和道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重视家风建设，指出领导干部的

家风是其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家风建

设的表率。［14］（P356）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推动家家户户

建设廉洁家风，使千家万户成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参

与者，以廉洁家风促清廉党风政风，也带动整个社会

“崇廉尚廉”的社风民风。

（二）将“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融入我国国民

教育体系中，在青少年重要的拔节孕穗期夯实廉政

之根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廉洁的青少年就是廉洁中

国的未来，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走进校园，通过整个

教育体系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远离腐败文化，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自觉树立和践行廉洁价值观，把青年一代培

养成为崇尚清廉、服务人民的有责任、有担当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各教育部门和各学校需要大力挖掘廉政文

化教育资源，利用课程教学体系和校园文化传播平台

等载体深入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廉洁品德“入

心”“入脑”，让廉政文化成为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精神

食粮。

（三）创造“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大环

境，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廉政文化建设格局

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显著的文化建设属性，又

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参与主体既涵盖党政

机关、各单位、各团体，又包括每个公民；建设目标既要

着眼于增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秉公用权的价值理念，

又要培育全体社会民众崇尚清廉、诚实守信的廉洁品

质，打造风清气正的朗朗乾坤。因而“共建”是途径，鼓

励和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坚决抵制和反对腐败文化

滋生蔓延，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创新廉政文化建设

理论、打造优秀廉政文化作品、传播廉洁故事，宣传廉

洁政策，弘扬廉洁价值观，将廉政文化融入各种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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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ree-dimensional Path of Anti-corrup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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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ti-corrup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a system projet. Abolishing，inheriting and establishing are
the path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ti-corruption culture on the whole. Abolishing is the premise. Inher⁃
iting is the foundation to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anti-corrup⁃
tion culture. Establishing is the key to change the current weak s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corruptibility
values in our country. Abolishing，inheriting and establishing form an unit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
ment of anti-corruption culture in China，families，schools and the whole society need participate i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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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创建活动中，构建起廉洁的社会氛围和生活情境；

“共享”是价值指向，把廉政文化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人共享公

平正义的清廉生活。人人参与、共享共建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必将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

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为提

高我国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深厚的文化

支撑。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西班牙］约瑟·阿提拉诺·派纳·洛佩兹.腐败的社会根

源——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影响［J］.范连颖，译.经济社

会体制比较，2015（4）：108-118.

［3］ 王珍，何咏坤 .苏洪波案警示：政治掮客的真实面目 .

［EB/OL］.（2020-05-06）.http：//www.ccdi.gov.cn/toutiao/

202005/t20200506_216720.html.

［4］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C］//十八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69-770.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 公婷，王世茹.腐败“零容忍”的政治文化——以香港为

例［J］.复旦公共行政评论，2012（2）：169-186.

［7］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15.

［8］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詹勇 .反腐，一场必须赢的价值观较量［N］.人民日报，

2014-09-23（5）.

［10］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习近平.依纪依法严惩腐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C］//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2014：135-136.

［12］李君如.廉政文化建设：拒腐防变的重要工程［J］.求是，

2011（3）：39-41.

［13］倪星，张军.廉洁拐点的地方经验与政策意涵——基于

G省廉情评估调查数据的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8（5）：

39-53.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67



2021年1月
第37卷 第1期

Jan.2021
Vol.37，NO.1

治理现代化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tudies

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
思想源流、现实理据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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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立世，文化兴邦。文化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以及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如同源头活水一样，能够渗透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每一个要素之中，发挥持久而又深

远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持续的滋养，是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在

我国要迈入高质量发展关键期，要书写“中国之治”发展新篇章，就要加快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步伐，这是应

对我国思想领域所面临的突出文化挑战的现实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举措。制度优势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最大的优势，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关

键在于依靠制度的力量。这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发挥“关键少数”在文化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以制度的力量筑牢“中

国之治”的文化根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而有力的思想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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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其中一个方面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

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

在一起的显著优势”［1］。这一显著优势不仅体现了新

时代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对制度建设的科学把握。文化作为强大的精神力

量，流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能浸润在人们心中，潜移

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家治理体系分为“硬件”（hardware）和“软件”（software）

两个部分，那么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化规则，是“硬

件”部分，而“软件”部分就是文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强调“十四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

起步的重要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发展、全面进

步的现代化，必须在文化强国建设上迈出坚实步伐。

越是接近实现“中国之治”的目标，就越要重视文化的

价值。离开了文化的深厚滋养，“中国之治”的推进就

会成为空中楼阁与沙中建塔。

目前学术界对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这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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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的探讨成果多集中在报纸宣传文章上，从学理

性层面进行深入探讨的理论成果还不多。本文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

述为指导，以问题意识为指引，力求探求厚植“中国之

治”的内在规律，以期形成更为全面而又富有现实针

对性的理论成果，这既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究

必备的理论工作，也是于实践中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强大引领作用的必然

要求。

一、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思想源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中国共产

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也担负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

在不断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历史进程中，引领中华

民族不断实现文化自信。“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

者，光澜必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以及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不仅是我们坚定文

化自信的根本凭借，也是书写“中国之治”发展新篇章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

根基的独特价值观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被全世界

瞩目的灿烂文明，其生命活水滔滔不绝，绵延几千年而

从未中断，体现出强大的民族生命力，这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自强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根基。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的丰厚滋养”［3］（P201）。包括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

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因子，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和精神家园，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已成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最为

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不仅具有广泛群众基础，更能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习

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了精准的

提炼，将其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独特价值观念，记载了中华民族特色的生存智

慧和信仰追求，润物细无声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

模式和行为方式，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思想认同

的最深层文化根源。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

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

件下创造。”［4］（P470-471）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任何民族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不可能摆脱

自身的传统文化而存在，这就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根深方能叶茂，才能固体。进入新时代，要厚植“中国

之治”的文化根基，也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这个规律，扎

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以现

代的眼光加快力度萃取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

想精髓，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的倾向，推动其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完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以

及形式的调整与改造，激活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培

育新时代文化价值观认同，增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向

心力与凝聚力，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观焕发出

新的耀眼光芒，进而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最根本、最原始、最深层的内生动力。

（二）革命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思

想之魂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革命文化是最好的精神营

养剂，是涵养初心与使命的思想源泉。革命文化的精

神内核主要集中表现为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

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革命理想高于天。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

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

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5］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

就永远不会熄灭。革命理想主义是革命文化得以孕育

发展的精神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正是秉

持这一初心，坚信革命事业必然胜利，无数优秀共产党

人才英勇地抛头颅，洒热血，以坚定的革命意志迎接中

国革命胜利的曙光。革命英雄主义传承了中华民族精

神的优良基因，在革命战争年代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救国救民，不惜付出一切牺

牲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强调的那样：“这个军队有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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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

就要继续战斗下去。”［6］（P1039）革命乐观主义建立在对社

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革命曙光的来临抱

有必胜信念，因而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朝气蓬勃的

精神状态。革命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本内

容之一，表现为革命者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精神，不

仅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获取前进力量的思想源泉。这四个主义作为革命文化

的灵魂，是无数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流血牺牲凝聚而

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流淌在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身

上的红色基因，也是新时代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

基的思想之魂。

革命文化作为无形的精神力量，并没有因为革命

历史场景的退场而失去价值。相反，由于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的实践需要，以极强的渗透性、

持久性为增进全体共产党人的价值认同提供了深厚的

精神滋养。比如无论是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

神，或者是延安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等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组成部分，依

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主心骨、永不变色

的护身符。有了这些革命文化精神作为“压舱石”，中

国共产党人在走好新的长征路的征程中，就能更加自

信。当前，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依然迫切需要红色文化这一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精神标

识浸润到党员干部的灵魂深处，激励党员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开启“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前景提供

源源不断的思想支撑力。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

根基的强大思想支柱

《决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

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深厚支撑。”［1］这一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营

养，汲取了革命文化的精华，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是激

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往直前的精神号角。作为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

引导和塑造各种社会化因素，提高整合社会价值观念

的能力，在差异化价值认知的情境下凝聚中国人民的

共识，以价值引领优势，减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成本，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支撑“中国之

治”的逻辑基点所在。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变化，结合当今时代条件，

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展现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为新时代

的“中国之治”进一步夯实了文化根基。与此同时，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发

展的最新诉求也迫切需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

进一步制度化。为此，《决定》在第七部分指出，“坚持

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这是因为只有充

分尊重文化发展规律，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制度，才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过程中，以制度的威力将“以人民为中心”“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以爱国主义和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更好地融入新

时代中国特色文化体系中，并通过对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的权威性阐释，寻找价值观与制度的张力，把促进全

体人民在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充分发挥

出来，最大程度上释放“中国之治”强大的制度感召力、

价值吸引力与民族凝聚力。

（四）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

根基的思想资源

“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厚植“中国

之治”的文化根基不仅需要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思想养分，也需要充分汲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这

一取之不尽的文化源泉。“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每个

国家、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过程中，

由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发展道路以及宗

教信仰都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

无论是西方文明、非洲文明或者是中亚文明都深深扎

根于自己产生的时空背景，体现着各自独特的风采与

智慧，是我们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宝贵的思想

资源。费孝通先生曾强调只有在“理解并接触到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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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

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

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7］（P188）。只有摒弃“只此一家，

别无分店”的心理，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

思想资源，才能消解文化自负与文化自卑这两种倾向，

推进本民族文化的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于这

一点，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刻的阐述：“各国各民族都应

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

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

的重要条件。”［8］这就需要坚决反对“文明冲突论”，充

分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坚持求同存异、择善而从的方

针，推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交流借鉴中不断发展完

善，在世界上散发出更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为全球治

理的发展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也是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文化使命。

二、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现实理据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这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

关。割裂文化的血脉，失去文化的涵养，就会失去照亮

民族发展之路的精神之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这重要的历史

时期，要有效地应对思想领域各方面的挑战，实现全面

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厚植“中国之治”的文

化根基，充分发挥其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的作用，为

开辟“中国之治”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条

件与思想保证。

（一）应对我国思想领域所面临的突出文化挑战的

现实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

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

题。”［9］（P349）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思想领域面临着突

出的文化安全挑战，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西方政治思潮渗透。随着“中国之治”所取得

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上焕发出越来越大的影响

力，一些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作是对其制度

模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挑战，纷纷利用其国际话语权的

优势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在思想文化领域加紧了对

我国进行渗透。“直至今天，我国思想文化也还不断受

着西方价值观较深的渗透；西方国家时不时地抛出所

谓的‘普世价值’污蔑和妖魔化中国，炮制‘中国威胁

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10］这些思想与影响冲击着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企图使中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一些美国政客不断抛出“对华接触失败论”

的言论，企图在中国国内散布历史虚无论，挑拨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还到处散布中

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言论，企图动摇中国人民的制

度自信。这些言论的背后实际隐藏的是道路制度之

争。他们不愿意承认“中国之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所致，于是大肆贩

卖这些思想观点想达到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在

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思潮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

陷入了迷思，产生了“月亮是西方的圆，空气是国外的

甜”的错误认识，甚至开始质疑“中国之治”的优越性。

另一方面，信息现代化的发展对我国的文化安全

带来了挑战。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新媒体时

代，网络上的“吸收→转发→反应→互动”的信息链条

出现的频次不断增加，带来了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失真

化，导致网络舆论场中错误思潮的声音越来越多，在某

个时间范围内变成了强势声音，迷惑人心。而弱势言

论一方保持沉默，造成另一方阵营言论的增势，如此循

环往复，便形成强势言论一方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而弱

势言论一方不断沉默下去的螺旋循环，“沉默的螺旋”

（The Spiral Of Silence）效应显现。一些公众缺乏理

性与判断力，偏听偏信，形成犬儒主义价值观，就会对

党员干部的决策持有“怀疑一切”的态度，这一态度又

加剧了网络负面舆情的扩散，引起了负面舆情的“涟漪

效应”（the ripple effect）。“涟漪效应”导致网络负面舆

情的火力不仅指向相关的党员干部，甚至也开始攻击

国家，这就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权威地位、价值理

念、话语方式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

这些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挑战，迫切需要我们重视思

想意识的先导性与独立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自信，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为推动“中国

之治”的发展筑牢意识形态的安全防线。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

目前，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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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只有采取

西方的政治模式，才能实现国家制度的自我纠错与自

我革新，否则就是远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康庄大道。他

们幻想中国也会走上西方的政治道路，于是大力输出

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模式。然而事实证明了“中国没

有走上西方社会学家和民众所预期的道路，市场化也

未谱出民主化之乐章。……依然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国家”［11］（P15），体现了

中华民族独特的自信，在宣告了“西方中心论”破产的

同时，也保存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正是在坚持社会

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我们才“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

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这“两大奇迹”

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的重大标志，是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显著优势生动而又鲜活的

体现。这也是在中华民族接近伟大复兴的时代关口，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

这个重大问题的现实根由。

深刻理解这一重要问题需要从文化层面思考“中

国之治”的根基问题。这是因为制度凝结着相应的文

化要素，其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基本、持久而深厚的文化

价值的支撑。任何国家，制度和体制的具体构建和制

度特色，都不能脱离这个民族既有的文化传统。基于

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

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

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

治理体系。”［1］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不是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品”，而是深深

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中的先进制度。支

撑“中国之治”的“中国之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具体呈现样态与存在方式，内蕴特定的中华文化精

神，其内涵以及价值取向必然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的气息和要求。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根本制

度、基本制度以及各项具体制度，均负载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文化价值体系，不仅符合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契合

中国人民的精神诉求与民族的心理认同。以此为逻辑

起点，要巩固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明显制度优势

的“中国之治”，就要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文化根基，凝聚起中华民族磅礴的精神力量，这也是

在历史发展新征程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的不竭动力与源泉活力。

（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

的重要举措

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前

提与最基本要求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党的

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实现

这一目标，离不开深厚的文化根基为支撑。首先，离不

开蕴含着“大一统”思想的传统文化的支撑。孟子曰

“天下定于一”，荀子把“一天下”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法家提出“道无双，故曰一”，墨家提出“天子唯能壹同

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秦朝的建立实现了“车同

轨、书同文、行同伦”，从这以后，“天下定于一”的文化

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就积淀为中华民族

“认可合法权威、尊重政治权威”的文化心理。这一文

化心理一直伴随着中国政治制度的生成与发展。其

次，离不开汲取革命文化的思想养分。民主革命时期，

党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就在于党员干部能受到革命集体主义文化的熏陶，自

觉增强核心意识与看齐意识，在实践中把党中央的决

策变成实际行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从延安整

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

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

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12］（P45）在党的七

大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向党中央看齐，号召党员干部像

“一个人”一样团结起来，为实现革命目标而奋力拼搏，

就源自于对这一革命文化特质的提炼与总结。最后，

促进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离不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思想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制度意识、忠诚

意识，经过长期的积淀与升华，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规

矩。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文化作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针对新时代中国国

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提升国

家治理效能提供先进的思想文化支撑。一言以蔽之，

突出治理效率，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

能的转化，离不开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基本、

最深沉、最持久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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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厚植“中国之治”的

文化根基的实践路径

“中国之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有力

论证，也是中国人民坚定制度自信的重要根由。制度

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制度崛

起，而外部的崛起只是内部崛起的延伸而已”［13］（P39）。

文化是制度的价值反映，只有通过制度化的约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举旗聚心的功能才能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

根本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中国之治”的文化之

基，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是筑牢全体人民共同思想基础、凝聚团结

奋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14］（P137）。这是关系到

我国文化前进方向的重大制度创新，反映了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凸显了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制度化的

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马克思

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15］

如果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书写

“中国之治”新篇章就会像没有航标的帆船，迷失正确

的方向。只有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矢志不渝

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的指导，中国人民才能

找到思想上的“定海神针”，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

风险挑战，这是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前提基础。

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

的根本制度最重要的是要在全党范围内推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往心里和实里走。

要实现这一点，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党员干部从经典

文本出发，推动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包括论述摘编、专题文

集、重要文献选编等，进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自信，更为自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斗争

的思想武器。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自己的同时，党员干部也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

中之重……，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6］（P540）。因为只有认真学习“四

史”，才能从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过程中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制度自信，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

意识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和方法区别正确和错误的思潮，有效引领各种社会

思潮，确保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朝着

正确的轨道前行。

（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与

完善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着眼战略全局，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出了明晰

部署，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要实

现这一目标，就要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之基，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和文化制度构建相融相

洽，进而为“中国之治”的新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文化

支撑。

“礼作，然后万物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制度化，颁布了《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意见》《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等系列重要法规，及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使“无形”的

文化精神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固定下来，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含的

思想精华在党员干部中间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新形势的发展需要，提出了新发

展阶段“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

软实力”［15］的相关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完善发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制度体系，达到“提高

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

产业体系”［15］。的目的，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

进奠定牢固的文化根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的系统性、科学性以及运行机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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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要求相比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再加上西方思潮渗

透的干扰，导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势

认同被不断削弱。基于此，就要在制度建设的过程中

加快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基因融入每一位

共产党人的血液中，强化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制度的实质和价值追求的认同感，才能更好地

凝聚党员干部的力量，同心同德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制度发挥出更为显著的制度效能，不断彰显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优势与发展活力，巩

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精神之基，这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

（三）发挥“关键少数”在文化制度建设中的“关键

作用”

“为政之道，在于用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站

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全局的高度，对“十四五”时

期文化建设作出部署，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

国的远景目标。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

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党员领导干部作为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的“领头羊”与“排头雁”，在文化制度建

设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贯彻落实新时代

党的组织路线是发挥“关键少数”在文化制度建设中

“关键作用”的前提。在建党99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是确保中国共产党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的重要保障，也

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就需

要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通过加强思想

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

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17］为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确保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策能得到合格的党员领

导干部的有力执行。其次，涵养“关键少数”的浩然正

气，发挥党员领导干部文化建设标杆的引领作用。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

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18］（P44）这二十二个字不仅与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契合，还吸收了红色革命文化

的精神内核，具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华，为党员领

导干部提供了方向性原则的指引，是党员领导干部涵

养浩然正气的必然要求。此外，党员领导干部应按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要求，践行好“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15］，在“促进满足

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15］方面成

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标杆

与楷模。最后，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执行力，维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得到执行，要使制度的效

能充分发挥出来，就必须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制度执

行力，避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成为“纸老

虎”和“稻草人”。这就需要“关键少数”做好制度执行

的表率，保证厚植“中国之治”的文化根基的各项举措

和各个环节都能够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将制度真正

变为不可触犯的“高压电”，确保厚植“中国之治”的文

化根基的制度实践呈现出“制度有效发展→维护制度

权威→推进制度践行→强化制度权威”的发展互动过

程。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才真正能

“行得通”“管得住”，释放出应有的制度效能，促使中国

人民在思想上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朝着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出更为坚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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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deological Origin，Realistic Motivation and Practi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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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e is the lifeblood of a nation，and it enhances national cohesive forces. It is the most basic，
deepest and lasting forc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revolutionary culture，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and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human civilization，like the living water from the source，can pene⁃
trate into every ele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exert lasting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and appeal，
and provide continuous nourishment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s China is entering a critical perio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we must speed up the pace of
planting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the Governance of China”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the development of“the
Governance of China”. More specifically，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we should deep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the Governance of China”：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the promi⁃
nent cultural challenge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of China，strengthen the self-confidence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into the effi⁃
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Deeply Cultivate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the Governance of China”must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practice：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system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cultur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
tics，and get the best out of“key minorit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uild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the Gover⁃
nance of China”，and provide a strong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suppor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verall goal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the Governance of China；Cultural Roots；cultural confidence；cultural construction；the power⁃
ful cultural country；cultur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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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
内涵、逻辑与策略

—— 基于党、国家、社会三者关系的思考

陶周颖，单博雅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中国乡村社会迈入现代化的进程是“国家逻辑”与“乡村逻辑”共同运转的结果。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主抓

手，农村党组织既要承接国家意志，又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自身建设，是通过在平衡“国家逻辑”和“乡村逻辑”的动

态过程中实现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呈现出“政治引领”“服务引领”“组织引领”三个向度的价值取向。推进农村党组

织领导乡村治理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有效继承，也是厘清乡村权力关系、适应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

要求。为此，农村党组织应当积极发挥领导效能，以“政治引领”为导向，明确乡村治理发展方向；以“服务引领”为基

础，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以“组织引领”为抓手，增强乡村治理主体力量，进而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

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伟大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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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三条提出，街

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

区的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凸显了基层党组织在社会

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进一步指出，必

须坚持农村党组织领导地位不动摇，健全党组织领导

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新时

代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指明了方向。因

此，正确认识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基本内涵，深

刻领悟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生成逻辑，准确把

握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策略选择，对于大力推

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基本内涵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缩影。中国广大乡村在迈

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村民自我管理，以社会制

度和社会关系来动员资源、解决问题、应对危机的“乡

村的逻辑”；另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公共资

源的不断投入，将政治力量向下延伸并嵌入乡村社会

的“国家的逻辑”［1］（P333）。在实际运转中，乡村逻辑与

国家逻辑的互动和交织并非总是处于和谐、稳定的状

态。一方面，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区政府、乡镇

街道）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和考核，但是由于人力

短缺、授权有限，只能将政治目标和事务下压给作为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使得乡村缺乏整合村民

76



·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

利益、提升村民服务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中国乡村

是源于血缘、地缘的联结体，家族、宗族势力根植其中，

乡村基层政权容易受到地方自生势力的干扰与侵蚀，

导致国家的政策与资源无法切实落到群众当中，制约

了基层治理的效能。比如，贺雪峰认为，珠三角地区的

富裕农户可以通过利益网络来形成强大的地方主义舆

论与力量，进而形成对地方行政网络的腐蚀。置身中

国乡村的成长环境，在权力一方，以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为目的的干预必不可少，但乡村秩序也并非权力单方

面可以确定的，它需要乡民之间的长期磨合，突显乡民

的主体地位［2］。那么，面对国家和乡村的双重逻辑，作

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主抓手，农村党组织应该

实现怎样的领导以及如何有效领导成为一个关键性问

题，即需要对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进行一个原则

性的把握和权限范围的界定。这是实现国家逻辑与乡

村逻辑动态平衡，激发各类村级组织活力，进而打造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前提。

从现代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政党是连接国家与

社会的“桥梁”，兼具政治与社会双重属性。而基层党

组织作为党的组织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既代表了自上

而下的政治赋权，又依托着自下而上的社会授权，还担

负着加强自我建设的职责使命，其功能定位体现于国

家、社会、自身三个向度［3］，这就意味着基层党组织可

以在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之间发挥沟通、协商和整合

的作用。同样，作为基层党组织的一个重要类别，农村

党组织处于“接天线”的位置，是执政党权力延伸到乡

村的代理人，也是村社共同利益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维

系者，具备执政权资源和乡村传统权威资源，使其能够

且应该成为协调“官治”与“民治”的社会政治中介角

色。因此，农村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领导并非“全能型

治理”［4］，而是在国家、社会、自身三个向度上有着明确

的价值取向：（1）在国家向度，宣传和执行党在农村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将事关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贯彻落

实到位，将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到位，进而为乡村治理

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实现党在乡村的政治引领；（2）

在社会向度，领导即服务，通过多主体利益诉求的整

合、多元化公共服务的供给，赢得广大村民群众的信任

与支持，进而团结、动员群众有序参与乡村治理，实现

党在乡村的服务引领；（3）在自身向度，对内教育、管

理、监督党员，加强组织内生建设；对外培育、巩固乡村

自组织，扩展组织外生网络，进而增强乡村治理的主体

力量，实现党在乡村的组织引领。

在以上三个向度的价值取向中，“政治引领”指向

乡村秩序的建立，旨在通过合法嵌入党的政治权威，营

造基层良好政治生态来规避乡村逻辑中内生非法势力

对于基层政权的干扰与侵蚀；“服务引领”指向乡村活

力的释放，旨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群众参与度来

解决国家逻辑运作下导致乡村治理内生动力不足的问

题；“组织引领”指向多元治理主体的构建，旨在通过组

织设置、体制吸纳、资源供给等优势，不断扩大以党组

织为基础的乡村治理同心圆，进而在党的有效领导之

下，实现国家逻辑与乡村逻辑的双向互动与良性循环。

二、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生成逻辑

（一）历史逻辑：保有乡村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的

优良传统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领导权问题，从未

放弃过对农民阶级的领导。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

阶级政党要在革命斗争中紧密联系农民，“应当首先从

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5］（P510）。

列宁进一步强调了党在农村的领导权问题，提出要“建

立农村党支部”［6］（P92）。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战争时期，通

过发动、组织群众，大规模推进土地改革，实现了对广

大乡村较为全面的重组。1925年1月，党的四大提出

要在民主革命中争取“领导权”的问题，首次规定了党

的基本组织单位为支部，使得“支部”作为一种全新的

组织形态广泛建立于中国乡村社会，并通过开展土地

革命运动以及清匪反霸、建立党员与村民联合生产的

组织模式等手段，推翻了实际控制乡村的地主势力，将

政权组织第一次真正下沉到乡村［7］。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通过基层组织组织化的

嵌入与黏连，加大对乡村各项社会事务的微观管理力

度。“到1955年11月，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有了很大的

发展，全国90%以上的乡都建立了党支部”［8］。伴随20

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原有在乡建立

党委、在农业合作社建立总支或支部的两层结构，转变

为公社设党委、生产大队设总支或支部的组织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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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群众高度组织起来，“政社合

一”的运行模式取代了旧有的“双橛政治”。

改革开放后，为激发基层社会民主活力，党在乡村

社会是以“退却收缩”和“放活”为基调，但加强农村基

层党组织建设这一主线并不曾改变。20世纪80年代，

中国乡村“政社分开”的改革进程开启，以生产大队为

基础建立村民委员会，以行政村设置建立党支部，人民

公社制就此彻底解体。1990年8月，全国村级组织建

设工作座谈会在莱西县召开，学习总结了以“三配套”

为重点内容的“莱西经验”，基本确立了以党支部为核

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格局。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与发

展，农村党组织适时调整和创新组织设置，采取单独

建、依托两新组织建、支部联建等形式，不断提升党在

乡村社会的组织影响力。与此同时，国家越来越多地

通过专项经费和项目工程把资源注入乡村社会。尤其

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国家权力由资源汲取向

资源输入转型，并强调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作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强的政治

和组织保障［9］，由此实现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回归”。

步入新时代，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各种社会力量开始自觉构建乡村社会，多元价值观不

断涌现，利益结构化矛盾更加凸显，党由此侧重优化乡

村治权的配置与运作以推进乡村有序发展，实现乡村

全面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治理能力”“乡村治

理体系”“乡村治理水平”“乡村治理现代化”等概念多

次出现于党的文献［10］，并进一步确立了农村党组织领

导乡村治理的功能定位。在制度上，先后出台《中国共

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

理的指导意见》《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等党内制

度文件，要求不断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旨在打造充满活力、

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在实践上，党中央提出“脱贫攻

坚”“精准扶贫”等战略决策，推出以派驻第一书记、村

级党政“一肩挑”为代表的一系列提升农村党组织领导

效能的举措方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以农村党组织为

核心的乡村治理框架，为新时代“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

领导”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安排与组织保障。

（二）理论逻辑：党的领导是厘清乡村权力关系的

有效途径

与西方国家-社会两者关系的构建过程不同，在中

国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场域中，还有一个重要且不可

忽视的主体——政党①。在党政关系上，作为外生型

政党，中国共产党通过最大限度组织、动员人民群众，

构建了超大规模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呈现出的是“先有

政党后有国家的发展形态”。党以民主集中制为基准，

通过党组、议事协调机构、党的其他工作机关等依法依

规实施对国家机关和非党组织的领导［11］，并通过法定

程序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

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在党社关系上，

党的基层组织具备强大的收缩性和适应性，能够根据

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变迁，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嵌

入模式不断创新党在乡村社区、非公企业、两新组织等

不同领域的组织设置，并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将党的意志要求和影响力传输到各自的工作领域、

职业角色和人际网络之中，力求把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组

织周围，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因此，当代中国

的“党-政-社”是一种三角关系，在这一结构中，党处于

三角顶端，分别领导着国家与社会［12］，这也意味着党在

基层社会治理中具备调适“政-社”关系的权力与能力。

就中国乡村的发展路径而言，国家以行政力量的

干预瓦解了乡村传统秩序，在资源下沉的同时，也会带

来组织机构的扩张和人员的扩充，使得国家权力的触

手不断向乡村基层延伸，容易抑制乡村自治的活力。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试图通过基层群众自治的制度

安排来激发村民群众的主体性，但传统乡土社会的共

同体基础被削弱后，自治制度缺乏有效运转的社会土

壤，涌现的是乡村集体经济式微、群众自治组织发育不

全等问题，使得利益共同体难以维系，乡村治理缺乏内

生动力。明确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将其地位合法化、法理化，有利于理顺国家与社会在乡

① 自21世纪初，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党是理解中国政治变化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主张跳出西方范式的“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

提倡“把政党带回来”的研究取向。参见Alexei Shevchenko，“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The CCP and the Traject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i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2004，37（2）；景跃进：《国家、政党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从基层实践中看中国政治的特点》，华中

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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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治理这个场域的关系。一方面，农村党组织归属于

政治组织，向村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其

天然职责。但农村党组织具备制度执行的灵活性，可

借助非正式关系网络的拓展，将政治意志柔性而隐蔽

地整合到乡村社会中，进而使乡村治理在保持正确导

向的同时，也能弱化科层体系影响下的行政性色彩；另

一方面，作为党的组织体系中的一环，农村党组织可以

通过政治动员、权威力量和组织资源等独特优势来培

育乡村社会的自组织，以高质量服务赢得村民群众的

信任支持，从而充分调动行政组织、社会组织、村民群

众等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实现国家政治力量

与乡村社会力量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三）实践逻辑：党的领导是适应乡村社会变迁的

必然要求

城镇化率的提高、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资本

的流入，使得中国乡村社会的道德、权力、结构均发生

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是传统道德体系遭受资本市

场和多元价值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城市消费文化在农

村强势扩张，乡音、乡土、乡情遭遇解构，乡村公共精神

与道德伦理式微；二是村民主体意识、民主意识、法治

意识等认知模糊，村民维权行为“失序”时有发生，村级

“两委”矛盾凸显，村干部贿选以及“村霸”现象仍然存

在，乡村自治效能不足；三是原来分散、封闭且以“乡土

生活”为主的自然村落共同体遭到解构，乡村社会逐渐

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整体呈现出“原子化”“离

散化”“边缘化”的结构状态。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解决好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突出

问题。确立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既

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制度设计，又是稳

步推进乡村治理变革的实践操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言，“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

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

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13］（P684）在乡村社会

实际运转中，农村党组织可以通过组织赋权将事关乡

村振兴的资源、服务等落到实处打通“最后一公里”，或

是凭借既有机制自下而上地将村民群众的心声与诉求

输入政治系统内，实现乡村的利益整合。同时，农村党

组织在乡村社会中具备一定的政治权威，包括全面推

行村级党政“一肩挑”，也是协调“两委”关系、强化带头

人责任意识的重要手段［14］，这意味着农村党组织可以

凭借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来整合乡村分散的价值理念，

引导各治理主体积极参与、有效参与，进而增强服务乡

村群众的能力，释放乡村治理的活力与效能。更重要

的是，加强农村党组织的领导也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向基层纵深推进。当前，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

程序担任村级组织的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

任职、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由非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村

党组织班子成员兼任等举措的推行，是农村党组织领

导乡村治理在人事安排方面的具体呈现，但同时也是

将既有的村务工作人员纳入党内体系，以集中统一的

思想教育和高度严明的党纪党规来加强对乡村政权的

约束与监督，全面打击乡村不法势力与小微腐败，从而

为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三、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策略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

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15］

“系统治理”表明中国共产党承认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

多元性，而党是多元治理主体的领导核心［16］（P127），这是

区别于西方社会多中心治理模式的重要特征。当前，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资本要素的渗透，中国乡村

社会的组织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正面临着新一轮的转

型，在“农民网红”“直播带货”“现代乡贤”等新兴词汇

涌现的同时，原有的“大树下议事”“你家忙我来帮”等

公共话语日趋消解，呈现出的是原子化、个体化的发展

趋势。面对乡村社会的机遇与挑战，农村党组织应当

积极发挥领导效能，准确把握在国家、社会和自身三个

向度的价值取向：首先，以“政治引领”为导向，将党和

国家的意志融入乡村秩序，明确乡村治理发展方向；其

次，以“服务引领”为基础，将村民群众最大限度地组织

起来，激活乡村治理内生动力；第三，以“组织引领”为

抓手，将党的组织网络不断向外延伸拓展，增强乡村治

理主体力量，进而在党的领导下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共同体”。

（一）国家向度：以“政治引领”为导向，明确乡村治

理发展方向

1.突出组织政治功能，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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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筑室者，先治其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旗

帜鲜明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这也决定了

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区别于其他乡村组织。具体实践

中，党的政策意图如何与乡村发展相结合取决于基层

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是否具备领导村民群众的政治

能力。为此，一要提高政治决策能力。当前，村集体利

益的日渐式微以及乡村“空心化”现象突出，使得不少

农村党组织陷入“空转”，处于虚化、弱化、边缘化的状

态，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表现得更为明显。要

解决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短板，维护乡村社会应有

秩序，就要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树立和强化农

村党组织在乡村重大事项、重要问题、重要工作、重要

决策等方面的领导权威和最终决定权，加强对乡村社

会分散化的价值理念和利益矛盾的整合力度，确保乡

村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开拓前行。二要

提高规划执行能力。农村党组织领导力的重要体现就

在于对农村地区各项事务的规划执行能力，这是农村

党组织的主要功能［17］。置身新时代，农村党组织既要

对标中央，确保党的大政方针在基层落地生根，又要立

足实际，着眼当地“大局”，充分发挥自身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先进性，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基点，科

学规划和推进适合本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路径。三要

提高政治宣传能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价值理念的

引导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但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集

中统一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化已很难调动卷入现代化

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因此，农村党组织必须创新党的宣

传策略，提升党在乡村的思想渗透力和政治影响力。

在内容上，立足于农民思想变化的趋势，搭建有效的嵌

入载体，将党的价值观柔性化、生活化、动态化地融入

乡村价值体系，打造适应农民群众生活需要的乡村价

值话语体系；在形式上，将政治动员与情感工作相结

合，以村民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方式来宣传党的

思想理论和惠农政策。

2.树立组织运转规则，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马克

斯·韦伯认为，权威即建立在合法基础之上的权力［18］（P19）。

在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将党和国

家的意志融入乡村社会，自然要靠农村党组织通过合

法嵌入政治权威来实现，但这种正当化权力的构建往

往以正式的规章制度为基本前提，即要求围绕农村党

组织的权力运转，树立规范的制度体系，明确组织的职

能边界，进而为优化乡村政治生态提供科学的制度保

障。一要建立党务、村务、财务等事务清单明细。在坚

持农村党组织领导的同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厘清基

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各自的权责

边界，并根据乡村事务的性质类别采取差异化的决策

机制——落实惠民政策等共性工作共同抓，产业结构

调整等经济发展特色工作分头抓，确保村级组织“分工

明确、各司其职”。二要健全村集体重大事项上报审批

制度。农村党组织对于村级事务掌有决策权，但还需

要向上级党组织负责，及时将村财务清算情况、村集体

承包与租赁情况以及村集体项目招标运营情况等重大

事项向上级部门报告。上级党委在向下检查考评的同

时，也须注意检查办法和考核体系的优化，力戒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对基层的渗透，避免村级干部因过度应

付上级检查而削减了服务群众力度。三要探索上下联

动监督机制。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要加大

农村基层巡察工作力度，强化基层纪检监察组织与村

务监督委员会的沟通协作、有效衔接，形成监督合力，

这就要求发挥上级组织巡察与村级监督委员会的双重

作用，打通上下监督纵向链条，构建上级巡察与村级监

督双向沟通机制。以问题导向监督、巡察重点事项，以

务实作风处理、解决村民反馈的问题，严厉打击和整治

乡村贿选、小微腐败、黑恶势力等不正之风与违规违纪

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公平公

正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向度：以“服务引领”为基础，激活乡村治

理内生动力

1.优化乡村利益结构，增进党群双向联系。马克

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

关”。［19］（P187）同样，利益关系共生既是新时代乡村治理

共同体形成的首要条件，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

有效实现的经济基础［20］。然而，由于国家治理空间的

下沉以及乡村经济结构的变革，村级“两委”更多地依

赖上级财政的投入和干部人才的下调，以致党组织与

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性不断弱化，村级治理的自主性

偏弱。基于此，农村党组织应当围绕乡村治理提供精

准化服务，通过构建新的利益共同体以赢得群众对党

组织的信任与支持，将群众牢牢凝聚在党组织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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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发挥利益整合功能。与专业化的经济组织、社会

组织不同，农村党组织归根结底是带有服务性质的政

治组织，自然不能直接产生财务资源，但可以凭借自身

政治优势，以财政资金为导向，撬动金融、社会资本以

及产业项目等进入乡村，鼓励工商资本投向乡村，协力

推动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此外，在数字化经济影响下，

农村党组织应当充分挖掘互联网和信息化在农民群众

脱贫致富中的潜力。比如，四川凉山彝族“悬崖村”、陕

西杨凌和山东泰安等地的短视频乡村创业、扶贫等活

动，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二要妥善配置乡村资源。

为推进乡村现代化发展，国家不断加大对乡村社会的

资源投入和政策倾斜，农村党组织应当合理运用上级

职能部门下拨的各项经费和补贴，加强对贫困人口、留

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残疾人、“五保户”等特殊人群

的关心关怀。同时，优化乡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将资金

资源合理投入乡村污染防治工作，全面改善村庄道路、

文化礼堂、垃圾处理点等公共设施，致力打造乡村宜居

环境，以优质的服务提高村民群众对党的认可度。三

要培养吸纳现代乡贤。盘活乡村经济一靠产业资源的

“造血”，二靠乡村本土人才的带动。作为地区的楷模，

现代乡贤既蕴含了文化道德力量，具有高度社区认同

感，又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本，能依靠社会关系网络和

个人资本、技术引入企业或合作社。因此，农村党组织

应当重视现代乡贤在知识、财富、产业、机会等方面的

资源效能，积极与其沟通、协商，主动将其吸纳到村“两

委”、村议事会、村监事会中来，从而在扩充乡村人才后

备军的同时，也能盘活本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浙江义

乌的何斯路村、浙江台州的后岸村等地的发展就与何

允辉、陈文云两位带头人密不可分，两人都曾在外地经

商，后返乡成为村支书兼村主任，借助自身的社会资

源，发动民众改善村庄环境，根据乡村实际发展生态旅

游业，大大提高了乡村经济水平，是浙江等地农村的学

习典范。

2.积极践行群众路线，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群众

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法宝和看家本领，但在实践

过程中却面临着“组织官僚化”“信息层层递减”两大难

题。这就要求构建扁平化组织来摆脱官僚主义，妥善

运用信息技术打破信息壁垒，整合来自乡村底层的声

音，引导群众自觉加入乡村治理的行动体系之中。一

要优化党群组织。早在延安时期，党员要领导农民进

行生产，以“党员+农民”的组织模式团结、动员群众开

展农业大生产，有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借鉴

延安经验，以“党员包干群众”为基础，成立由党员、村

民组成的“志愿小分队”，分批轮岗负责固定区域的停

车摆放、垃圾分类、纠纷调解等工作，充分发挥村民群

众的“主人翁”精神。二要改进干群沟通方式。随着互

联网技术普及发展，大数据技术已成为社会精细化治

理的重要途径。农村党组织应当充分发挥“扁平治理”

的大数据技术优势，根据村民的喜爱度分析提供针对

性强的、多样化的服务与活动，并对村民所反映的住

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痛点难点问题，做到主动回应、

靶向治疗。例如，腾讯推出的移动互联网“为村”公共

平台就在甘肃陇南冯家村的村庄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村干部通过“大喇叭”板块，公开党务村务、组织调

查问卷、回应村民诉求、介绍本村历史文化等，拉近了

干群关系，营造了乡村情感共同体。三要创新村级议

事平台。面对乡村社会分散而多元的利益与矛盾纠

纷，农村党组织要发挥协调斡旋的功能，创新村民恳谈

协商机制，积极运用线上线下两个组织平台讨论公共

问题，整合多元化主体意见。在线上，针对“空心化”严

重的乡村，可以依托互联网平台，探索村民会议和村民

小组会议网上开、乡村公共议题网上协商和表决等网

络“发声”渠道，最大限度地调动村民群体尤其是在外

务工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在线下，涉及村集

体项目招标、村集体收入分红、基础设施修缮、低保分

配调整等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事情，应当在党组织领

导下，创建诸如协商议事堂、流动小板凳等以协商民主

为核心的新型自治平台，切实做到“基层明明白白协

商，群众真真切切受益”。

（三）自身向度：以“组织引领”为抓手，增强乡村治

理主体力量

1.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提升组织内生力量。“我们

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21］（P134）党的领

导落到基层，归根结底要靠扎根在乡村的党员群体去

实现，党员队伍的能力与素质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的

水平。为此，一要规范带头人队伍。乡村领导班子既

是党和国家的代理人，也是乡村社会中的一员。针对

该群体的“双重角色”，应当在其选拔任用的过程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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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将群众基础好、声望威信高、带动

能力强的优秀人才按照正当程序选进来。针对本土人

才不济的乡村，组织派驻第一书记，积极引进大学生村

官，或是将政治素养高、具有一定文化科技知识、懂得

经营管理的回乡创业青年、乡镇企业骨干以及外出经

商人员等纳入视野，重点加以培养。在干部实际工作

中，应当注意开展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既要按照正式

制度来履职，又要依靠人本取向的人际交往和感情投

资的非正式制度来办事，实现“刚性”与“柔性”的统一。

二要提高乡村党员整体素质。乡村党员的政治意识、

文化水平相对偏低，导致其无法很好地理解党的政策

意图并向群众宣传动员，因此必须重视对乡村党员素

质与能力的培养。在理论上，规范运用“三会一课”“谈

心谈话”“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基本制度，把

乡村振兴的基本内容和具体要求贯穿到党内政治生活

中；在实践上，开展下乡普法、实地观摩经验丰富地区

等活动，加强乡村党员的各种治理能力的培育，确保乡

村党员学懂、弄通、做实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要加大党内激励与关怀。乡村党员在社会阶层中处

于弱势地位，仅仅强调党员义务的履行并不能有效地

调动乡村党员干事创业的热情。因此，一方面，要加强

党内激励，对于表现优异、群众威信高的基层干部要提

高经济、政治待遇，为干部日常生活和职务晋升提供必

要的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党内关怀，特别是针对老

党员、困难党员以及退休乡村干部等特殊群体，政治上

多关心，让党员充分参与到村级事务的决策中；生活上

多关心，增加与党员的日常联系，通过党内互助让困难

党员走出困境；事业上多关心，为党员与群众外出务工、

回乡创业等提供更多支持，提高党员的组织归属感。

2.培育乡村社会组织，提升组织外生力量。随着

中国社会的大转型，社会组织已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

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村党组织要想更好地

发挥领导作用，应当积极培育乡村社会组织，激活后者

在提供公共服务、实现资源流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推

进乡村治理从传统“一元管理”向“多元共治”的转变。

为此，一要发挥组织资源优势。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联系方式、公共关系等正在悄然发生新一轮的变革，农

村党组织简单基于地缘为主的嵌入方式已不适应群众

的高度流动性以及基于业缘构成利益共同体的发展趋

势，降低了群众对农村党组织的依赖度与认同度。这

就要求打破“一村一支部”的传统组织架构，重点依托

商会、行业协会、公益慈善类机构多元化社会组织建立

党支部或党小组，引导农村党支部跨越地区、产业以及

所有制组建党建联盟，并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实现组织与功能双重覆盖，确保党的工作下沉到村

民群众之中。例如，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渔港村党委

把党支部建在太湖渔船上，通过渔船党支部，带动志愿

者开展把渔船生活垃圾带上岸的环保活动，切实发挥

了党组织引领乡村生态振兴的功能［22］。二要发挥政

治资源优势。农村党组织可以凭借向上对接公共资源

的政治优势，主动为乡村社会组织宣传、解读官方政

策，鼓励、支持其通过参与乡村购买服务和公益创投等

方式在实践中发展壮大，进而提升乡村社会组织的服

务供给水平，为乡村社会自治力量“增能”。三要发挥

平台资源优势。当前，诸如乡贤理事会、乡村电子商务

协会、乡村公益慈善组织等社会组织不断进入人们的

视野，在乡村治理中“大有可为”。因此，农村党组织可

以凭借自身独有的政治权威和社会包容性，引导和规

范乡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活动方式与内容，进而在

党的领导之下，协同文化、生态、扶贫等领域的社会组

织，共同搭建乡村资源的“共享平台”，实现信息、技术、

人才、市场等方面的互通有无，提升乡村社会组织的资

源整合能力和动员参与能力，更好地为乡村社会自治

力量“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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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Party Organization Leads Rural Governance：Connotation，Logic and
Strategies

— Thinking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arty，the State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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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Party Building，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operation of national
logic and rural logic. As the main starting point of the Party’s work in rural areas，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should not only undertake the will of the state，but also keep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asses and strengthen their
own construction so as to realize the leadership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balancing nation⁃
al logic and rural logic，show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servic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leadership. Promoting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ural Party organizations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inheritance of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but also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clarify⁃
ing rural power relations and adapting to the changes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 Therefore，rural Party organiza⁃
tion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take political guidance as the guidance，and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service leading，activ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rural
governance. Taking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starting point，we will strengthen the main force of rural gov⁃
ernance，so tha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we will form a rur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joint construction，
governance and sharing，and realize the great blueprint for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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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易变

导致危机频发。政策工具是政府危机治理的重要手段，

如何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事关政府危机治理的效果，是

政府有效治理危机的关键。常见政策工具具有多样性，

在推动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政府如何优化组

合政策工具，形成政府应对危机治理的政策工具图谱，

成为新时代政府危机治理的重要课题。政策工具优化

组合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在危机治理实践中，要

充分发挥政策工具的社会治理功能，并根据危机治理的

特征和规律，以IEMS危机治理模型为理论框架，根据危

机治理的四个阶段分析政府政策工具的使用，探究政府

“新型政策工具”的发展脉络，优化选择和组合政府政策

工具，科学治理、精准施策，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建

设提供方法论支持，打造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新格局。

一、危机治理中常见政策工具分析

政策工具的概念是由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斯拉

韦尔于1936年提出的。当前，政策工具已被广泛应

用于政府危机治理领域，增强了政府精准应对危机的

效能。那么，何谓政策工具？有学者提出，政策工具

是政府在实践中将政策观念转化为政策效果的手段

和机制。［1］还有学者提出，政策工具是政府以经济社

会变量实现多重政策目标的手段。［2］上述概念阐释的

共同性表现在：政府是政策工具实施的主体，政策目

标是政府运用政策工具的结果。在上述基础上，本文

将政策工具引入危机治理中，提出政策工具是政府应

对公共危机、实现危机治理目标的所有治理工具

总和。

政府应对危机主要通过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来实

现。根据政府介入或干预强弱程度，有学者将常见政

策工具分为强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表1描述了三

种常见政策工具的基本情况，政府通过优化组合可以

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提高政

府应对危机的治理效能。

危机治理中常见政策工具与运用策略研究

李新仓，陈彩红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抚顺 113001）

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治理领域矛盾错综复杂、突发易变，为新时代政府危机治理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如

何有效治理危机是对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重要考验。政策工具是政府危机治理的手段和途径，优化选择和精准运

用政策工具是政府应对危机治理的新场域。在危机治理中，为提高政府危机治理的整体效能，积极发挥政策工具的

社会治理功能，并根据危机事件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和规律，在危机治理舒缓阶段、准备阶段、回应阶段、恢复阶段优

化组合政策工具，精准应对危机事件，实现危机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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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政策工具基本情况

（一）强制性政策工具

强制性政策工具，即规制性工具，是指政府以强制

力实现政策目标的最基本政策工具。如表1所示，强

制性政策工具的主体是政府，具有高度强制性，由政府

通过直接规制政策工具影响市场和社会并实现其政策

目标。强制性政策工具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法管制范式，主要包括管制、法律规

章、直接提供、命令和制裁，具有直接干预性，是政府直

接介入的政策工具。作为政府最基本的政策工具，强

制性工具具有政府直接性干预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政

府对干预对象的直接规制，在短时期内执行效果明显。

在危机治理实践中，强制性政策工具不可或缺，政府与

其他各方主体地位平等，通过协商和资源互补推动危

机治理开展。

（二）混合性政策工具

混合性政策工具兼具强制性和自愿性工具的特

征。［3］如表1所示，混合性政策工具的实施需要政府的

介入和干预，但私人享有最终决策权，这是混合性政策

工具区别于强制性政策工具最显著的特征。在实践

中，混合性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发布公告、信息和沟通、

宣传教育，对社会治理对象发挥调节和指导作用，促进

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如表1所示，混合性政策工

具是政府和社会沟通的桥梁，具体是以政府引导为主，

主要通过提供政策制度、环境、信息支持推动政策工具

实行，实现政策目标。

（三）自愿性政策工具

与强制性政策工具对立，自愿性政策工具是指家

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和市场基于自愿基础，解决公共

问题的方法。如表1所示，自愿性政策工具强调家庭

和社区、自愿性组织、市场对公共问题解决的参与自愿

性，政府在实践中不介入或不干预公共问题的解决，主

要由社会力量或市场解决。［4］（P80-83）以布坎南为代表的

公共选择学派提出，政府、市场和社会具有边界性，在

危机治理中要合理划清边界，［5］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协同治理新模式。

二、危机治理中政策工具的社会治理功能

政策工具的选择及应用是有效进行危机治理的关

键变量。在危机治理中，政策工具的引入和发展有利

于更新政府公共政策理念，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全新

视角，实现政府危机治理手段的多元化，提高政策工具

对危机治理的整体效能。

（一）危机治理的预警防范功能

预警防范是指政府通过预先发布警告，动态监测

和分析突发公共危机，减轻危机给民众带来损失的程

度。政策工具的预警防范功能是政府通过发布危机警

示，促使人们从思想上重视和预防危机，树立危机防范

意识，预防和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节约政府管理成

本，防止社会秩序破坏并向无序化发展。

在危机治理中，政府政策工具的预警防范功能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提高认知水平。政府开展危

机事件专门性教育，让公众全面了解危机暴发全过程

及特征，为人们预防和应对危机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

增强人们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规避因危机产生过激

基本内容

基本特征

政策工具类型

国家干预强度

具体性工具

表现形式

运行效果

政策工具

强制性政策工具

高度强制性，以政府权威及强制
力为保障。

政府最基本的政策工具。

政府干预程度最高、最直接。

管制、法律规章、直接提供、命令
和制裁。

政府以立法、规制、条例形式规范
社会行为。

在短时期内执行效果明显，但因为
执行强制性受到规制对象的阻力。

混合性政策工具

兼具强制性和自愿性特征。

政府直接与间接融合式政策工具。

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干预性。

发布公告、信息和沟通、宣传教育等。

政府提供政策制度、环境、信息传
播和支持。

实现政府直接与间接政策工具融
合，实现危机有效治理。

自愿性政策工具

成本低、效益高，没有政府干预。

没有政府干预的政策工具。

没有政府干预。

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市场
自主解决。

政府与个人、社会组织互动合
作，公众检举和控告。

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实现社会
和市场危机治理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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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和非理性行为。二是增强危机预警防范意识。政

府以危机专门性教育为逻辑起点，拓宽了公众的危机

防范视野，全面认知危机暴发规律，为人们防范危机提

供必要的心理准备。三是掌握危机风险管理方法。危

机预警防范管理属于实践性工作，政府政策工具在舒

缓阶段提升人们的实践应对水平，引导人们积极参与

危机应对实践，推动危机治理工作顺利开展。

（二）危机治理的社会动员功能

社会动员功能是政府危机治理的重要职能。在危

机治理实践中，政府通过宣传与劝诫，得到公众的认同

和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危机治理活动，在危机治理

中将分散的个体整合成强大的力量，引导公众与对口

支援城市积极参与危机治理，实现政府政策目标。

在危机治理中，政策工具的社会动员功能主要通

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是政府主导模式。政府主导模式

是实现政策工具社会动员功能的关键。危机暴发后，

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通过层级行政命令进行应急

处置，通过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快速动员提高政府危机

治理的精准度。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政府主导

新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数天就顺利完工。二是

对口支援动员模式。［6］对口支援属于针对性援助方式。

例如，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全国多个省份根据

对口援助方案，精准对接受援地市，联防联控、协同作

战，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人力、财力和智力支

持。三是国际组织动员模式。动员国际组织合作可以

弥补我国应对危机治理的不足，通过开展国际合作，提

高危机治理速度，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例如，武汉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后，截至2020年3月2日，相继有62个国

家和7个国际组织向中国捐赠疫情防控物资［7］，为我

国抗击疫情提供了保障。四是社会力量动员模式。社

会力量是危机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要积极宣传，动员

社会一切力量，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危机治理实践，携手

共同抵御危机风险。

（三）危机治理的协调治理功能

政策工具的协调功能旨在通过协调解决资源的整

体性安排和调配，为危机治理提供重要的保障。通过

政策工具的协调功能，消除公众、社会组织等对政策的

质疑，增进政策各方对政策的认同，有效调整和调配各

种资源。

在危机治理中，政策工具的协调功能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人们思想认知的协调。政策工具能够帮助人们

正确认知其社会角色、社会责任和义务，有效避免因认

知错误引发非理性冲突，提高人们参与危机治理活动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二是对危机组织的协调。组织协调

是对参与危机治理的组织进行整体性安排和调配。有

序的组织协调是危机治理取胜的法宝。组织协调旨在

发挥危机治理组织的整体功能。危机发生后，政府通过

有效的组织协调可以高效组织危机治理，推动危机治理

工作的有序化开展。三是对防控资源的协调。防控资

源的协调主要是对防控物资进行调度和分配。有效的

物资调度可以把危机治理物资及时顺畅地运输到危机

发生地，实现物资调度与危机治理地区需要的匹配性，

推进危机治理工作顺利开展。同时，物资分配还包括危机

治理物资在危机受灾人群中的公平和公正分配性［8］，满

足危机受灾人群对物资的需求，及时有效开展危机治理。

（四）危机治理的激励导向功能

激励是政府通过有效的方法调动人们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在实践中，有效的激励可以激发人们的主观

能动性，实现危机治理目标。政策工具具有激励性，这

是战胜危机的内在驱动力，通过激励形成顽强的危机

战斗作风，减弱突发危机的破坏性［9］。

在危机治理实践中，政策工具的激励功能体现在

以下几点：一是激发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凝聚民族

向心力的精神纽带。民族精神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

在危机治理中，全国各民族紧密合作，展现出强烈的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危机治理中体现责任担当，为战

胜突发性危机英勇战斗，自觉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整

体利益。二是激励人们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念和信心。

信念和信心对危机治理至关重要。危机治理的紧迫性

和艰难性容易消磨人的意志，政策工具的激励功能可

以提高人们的意志力，形成战胜危机的顽强作风，引导

人们自觉投入危机治理中，提高危机治理的整体效能。

三、危机治理中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

政策工具运用属于政府决策过程，现实的公共政

策执行过程往往需要混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以最大

限度地发挥政策工具的协同合力，获得最优的政策执

行效果。为提高危机治理效果，根据美国联邦应急管

86



·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

理署提出的危机治理系统（IEMS）模型，结合危机治理的 阶段性特征，提出危机治理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路径。

表 2 危机治理中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

（一）危机治理舒缓阶段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

舒缓阶段是危机治理的预防阶段。在舒缓阶段，

政策工具的运用以预防为主，旨在消除和管控危机风

险，规避危机的发生。［10］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转型时

期，社会发展中存在诸多不可控制的风险因素，呈现显

性与隐性交织、直接与间接共存特征，因此，舒缓阶段

如何运用政策工具至关重要。

为了将风险因素在舒缓阶段得到有效控制，需要

构建以政府为主，社会、市场为辅的多样化政策工具，

如表2所示，要优化组合政策工具。第一，强制性政策

工具的运用。在舒缓阶段，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规章

是政府的职能，直接提供法律规章是政府的具体性政

策工具，具体表现为政府通过立法、规制、条例等形式

规范社会行为。例如，在“非典”疫情和汶川地震之后，

我国重点强化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治理的法治建设，

构建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本框

架的危机治理法律制度框架。政府直接供给是政府为

危机治理提供资金、物品及其他公共服务，为政府应对

危机提供物质基础。第二，混合性政策工具的运用。

在舒缓阶段，混合性政策工具具有预防危机功能。政

府通过采用发布公告、宣传教育等政策工具，以理论教

育形式开展危机知识进校园、进基层，宣传、普及防范

危机知识，让公众全面了解危机防范政策，了解危机预

防途径和有效防控措施，揭开危机“神秘的面纱”，做到

有的放矢和精准防控，提高社会主体危机预防意识。

第三，自愿性政策工具的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建立有效的社会动员机

制，提高全社会的避险救助能力。自愿性政策工具需要

发挥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的作用。上述制度性规定

充分说明自愿性政策工具对危机治理发挥的社会功能，

反映了社会力量在舒缓阶段参与危机治理的重要性。

（二）危机治理准备阶段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

准备阶段是危机治理的初始阶段。在准备阶段，

政府危机治理旨在提高社会危机防范意识，做好危机

预防措施，培育应对危机的运作能力。实践证明，危机

治理准备充分，预防措施及时妥当，就会增强社会主体

的危机意识和应变能力，提高政府在回应阶段精准决

策的能力。

危机治理准备阶段重点在于培育政府应对危机能

力，如表2所示，优化组合政策工具，提高政府应对危

机的治理能力。第一，强制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危机

具有突发性，在准备阶段，政府要制定完善的具有指导

功能的危机应急预案、危机治理专项规划，直接提供危

机安全保障服务，健全危机应急救援预案和演练，构建

完善的危机物资储备体系，实现危机“预测—预防—应

对”全过程应急管理体系，及时有效回应危机，全方位

提升危机防范能力和实践水平，有效规避危机发生，消

除危机造成的社会危害和各种损失。第二，混合性政

策工具的运用。在准备阶段，政府要运用发布公告、宣

传教育等政策工具，促使公众全面认知危机，掌控应对

政策工具

强制性
政策工具

混合性
政策工具

自愿性
政策工具

危机阶段

舒缓阶段

制定和完善法律规章，
通过立法、规制、条例
等形式规范社会行为。

发布公告、宣传教育，以
理论教育宣传、普及危
机知识，让公众全面了
解危机防范政策。

社会组织和个人主动学
习危机预防知识，了解
危机防范技能。

准备阶段

制定法律规章，做好应
急预案和专项规划，直
接提供安全保障服务
和物资储备体系。

发布公告、宣传教育，强
化危机安全知识，培育
和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
织需要系统学习危机
防范知识，提高危机意
识和应对能力。

回应阶段

政府通过管制、直接提
供、命令和制裁工具，
利用公权力调配资源。

公开危机信息和调查报
告。发布公告和信息、沟
通交流、宣传教育等政
策被广泛应用。

为危机提供公共服务。
自愿者组织通过慈善
捐助、心理辅导形式参
与危机治理。

恢复阶段

运用管制、直接提供、
制裁、财政支持恢复重
建，追究违法人员的相
关责任。

发布公告、信息和劝诫、
宣传普及危机知识，通
过新闻发布会公开信
息，通过奖励或惩罚规
范教育。

组建专业心理咨询团
队，开展心理疏导和危
机干预。开展社会团体
慰问，实现心理恢复。

87



治理现代化 2021年第1期

危机的技能，增强危机防范意识，全面掌握危机防范知

识，提升公众危机防范和应对能力。第三，自愿性政策

工具的运用。在准备阶段，民众和社会对危机治理的

作用不可或缺。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需要系统学

习危机防范知识，提高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

（三）危机治理回应阶段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

回应阶段是危机治理的关键阶段，也是政府应对

危机的中心环节。在危机治理回应阶段，政府要及时

进行危机治理，组合优化多种政策工具，最大限度地激

发公众的积极性，举全国之力致力于危机治理实践，提

升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

危机治理回应阶段重点在于政府快速应对危机，

科学优化政策工具，如表2所示，精准防控危机拓展蔓

延。第一，强制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在回应阶段，以政

府为主导的强制性政策工具是主要选择，强调政府的

保护、管理、控制、协调等职责。在危机暴发后，政府要

及时采取管制、直接提供、命令和制裁等政策性工具，

利用公权力调动和整合资源，在危机应对中快速做出

反应，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带领全社会积极投入危

机应对，成立危机应急指挥小组，充分调动各类防控资

源，及时组织和协调应对资源，强化应急管理系统，保

障危机防控物资得到及时供应，实现危机的应急协调

管理。第二，混合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在回应阶段，政

府在危机治理中运用发布公告和信息、沟通交流、宣传

教育等手段，及时准确的信息发布和高效快捷的信息

沟通是危机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在危机治理中，政

府信息公开及时透明，就可以科学规避谣言散布，缓解

公众恐慌，增强危机治理的凝聚力。同时，畅通的信息

沟通还有利于政府作出理性判断，这就要求媒体尊重危

机事实，客观、全面地报道危机现状，做到尊重新闻规

律，向社会传递真实的危机动态信息，提高政府处置危

机的治理能力。第三，自愿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在回应

阶段，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对危机治理发挥着重要

作用，要鼓励社会组织和公民积极参与危机治理。以新

冠肺炎疫情为例，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既是危机治

理主体，又是危机治理的直接受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中，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要协同防控，对疫情防控

实施网格化、地毯式管理，为疫情防控提供公共服务。

家庭和社区能够深入居民家庭空间，弥补政府和市场危

机治理的缺陷；自愿者组织作为自愿性政策工具，可以

通过慈善捐助、精神慰藉、心理辅导等活动集合社会资

源参与危机治理，推进和实现危机治理的精准防控。

（四）危机治理恢复阶段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

恢复阶段是危机治理的最后阶段。突发性危机给

社会和个人带来了严重的创伤，政府危机治理恢复阶

段的工作重心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帮助受危机影响

地区恢复重建，做好群众的心理安抚、修复创伤，帮助

受危机影响地区和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实现恢

复阶段的政策行动的基本目标。

在危机治理恢复阶段，政府要尽早恢复受影响地

区群众的日常生活，最关键的是需要优化组合政策工

具，如表2所示，建立政府干预与市场调配资源机制，

调动和有效配置恢复资源，实现危机恢复目标。第一，

强制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在恢复阶段，政府可以组合

优化管制、直接提供、法律规章和制裁等政策工具进行

恢复重建，具体体现在：政府可以通过出台《危机恢复

重建条例》等规章制度，加大对受影响地区和群众实施

财政扶持政策或直接提供相应恢复物资，为企业制定

复工复产指导意见，追责危机治理中的相关违法人员，

从制度和物质层面为地区重建提供保障。第二，混合

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在恢复阶段，运用发布公告、信息

和劝诫、宣传教育等政策工具，通过危机实践反馈信

息，及时优化危机应急管理机制，规避同类危机事件的

发生。同时，政府应成立危机调查组调查危机原因和

损失，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与民众

和媒体形成良好互动，及时总结危机治理经验教训，通

过奖励或惩罚方法对公众进行规范教育，强化危机治

理的整体性和功能性［11］。第三，自愿性政策工具的运

用。危机恢复属于全系统恢复，需要组合优化自愿性

政策工具，引导全社会力量参与危机恢复。针对危机

事件给公众造成的严重心理创伤，除政府予以经济补

偿之外，社区及相关自愿者组织通过组建专业的心理

咨询团队，搭建在线心理咨询平台，为受危机影响的公

众进行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消除其心理影响和修复

创伤，［12］促使公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

四、结 语

政策执行的核心是优化选择政策工具，实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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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13］在社会转型时期，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

公共危机频发。在危机治理实践中，单一政策工具已

不能适应危机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需要组合设计、

优化创新政策工具，综合发挥政策工具的社会治理功

能，实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治理力量的联动和平

衡，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危机治理格局，增强危机治理

的整体功能，实现政府危机治理的多重性目标。此外，

如何优化组合政策工具需要制定准确的评判标准。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自愿性政策

工具将在危机治理中发挥极为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

应强化自愿性政策工具的应用，以适应新时代经济社

会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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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mon Policy Tools and Application Strategies in Crisis
Management

LI Xin-cang，CHEN Cai-hong
（School of Marxism，Liaoni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nd Chemical Technology，Fushun 113001，China）
Abstract：At present，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are complex and changeable，
which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modern government crisis manage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How to effective⁃
ly manage the crisis is an important test of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anage crisis. Policy tools are the means
and ways of government crisis management. Optimizing the selection and accurate use of policy tools is a new
field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al with crisis management. In crisis managemen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crisis management，actively play the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of policy tools. Accord⁃
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the stages presented by crisis events，a combination of policy tools should
be optimized in the stages of crisis management including easing，preparation，response and recovery，so as to
accurately respond to crisis events and realize the joint construction，joint 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of cri⁃
si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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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必须依靠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由当前制约农村发展的主要瓶颈、农村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及现代农

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所决定的。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融合不仅是有利于农村的事情，从全国整体而言更是具有重要

价值，有利于巩固中国生态安全、逐步消除城乡对立以及加强国人精神家园建设。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融合要整治

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生态产业，建立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开放机制。这既需要发挥政府的宏

观引导作用，也要创新完善市场机制；既需要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调动市民下乡的积极性；既需要长远的整

体部署规划，也要考虑当下农情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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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1］（P169），“三农”问

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近年来，村庄人口老龄

化、房屋空心化、土地荒芜化等乡村凋敝现象越来越突

出，成为影响中国城乡平衡发展和区域平衡发展的严

重问题。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大决策部署，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这意味着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和社会指标意义上

的发展，而且是生态文明指标意义上的进步。事实上，

生态文明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表现，更是乡村振兴的

必要前提，没有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真

正的乡村振兴。

一、生态文明建设

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乡村振兴必须依靠生态文明建设，这是由当前制

约农村发展的主要瓶颈、农村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及现

代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所决定的。

（一）环境污染是影响农村稳定发展的突出因素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农村环境污染呈现不断恶化

的趋势。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农村农业发展依赖大

量的化肥和农药投入，农药使用量高于同期主要农产

品产量增长幅度，施肥强度远超出225kg/hm2的国际公

认化肥施用安全上限。［2］（P84）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

造成土壤板结、重金属含量超标和地下水体污染。另

一方面，在城市污染物排放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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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污染企业如电镀、造纸、化工、冶炼等选择将生产

地点和外部成本转移到环境门槛较低的农村地区。再

加上农村没有设立独立的环境保护管理职能部门，广

大农村地区人口居住分散、交通不太便利加大了县级

生态环境执法的难度和成本。以上种种因素叠加交

叉，使得农村的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大气污染相

当严重，公共资源如山林、河道等被侵占和破坏的现象

十分突出。

诚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基本前提，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P161），由于

农村环境问题直接威胁农民的健康和生存，个别农村

地区出现“癌症村”现象，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农村社

会矛盾的主要类型，这些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组织化

程度低，但暴力化、对抗性较强，给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冲击。同时，农村的环境问题

影响农业经济效益，仅以土壤为例，2019年全国土壤

污染总超标率为16.1%，仅重金属镉的超标率就达7%，

近十年来全国每年平均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

多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4］（P43）。总之，农

村生态环境问题给农产品食用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

和农村社会和谐埋下严重隐患，因此，治理农村生态环

境和开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这是实现以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为特征的乡村振兴要解决的首要

课题。

（二）自然生态是乡村发展的最大优势

习近平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P23）。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篇幅阐释了自然生产力理

论，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

括：……自然条件”［6］（P53）。既然自然生态本身就是一

种生产力，那么扎根于自然乡土的广大农村地区天然

地就拥有潜在的生产力基础和优势。20世纪80年代

末，习近平在闽东农村地区开展生态脱贫和乡村振兴

的成功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1988年习近平调任闽

东宁德地委书记，闽东是当时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

区之一，闽东这只“弱鸟”如何摆脱贫困成为习近平履

职后的主要课题。在集中调研了闽东9个县后，习近

平指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林业有很高的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山林资源是闽东的一个重要优

势，“发展林业是闽东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7］（P111）。

习近平提出了深化林业体制改革、加强管护、立体开

发、加快造林步伐、提高林业综合效益等闽东依托林业

脱贫的主要路径。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全区经过新

造、改造和集约经营等措施，建立了以材林为主，经济

林、防护林、薪炭林各种结构相应发展的林木体系，林、

茶、果、菌、名材、药材等逐步成为闽东的特色支柱产

业，农民收入呈现多元化格局，为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

基础。1993年，闽东地区的脱贫率达到97％。［8］（P22）

另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产生了对自

然生态的多维需求。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

的标准来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有5.14亿。中

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中等收

入群体家庭人口占比达到37.4%，其中中上收入群体

占18.5%，中下收入群体占18.9%［9］（P72），虽然不同的评

价与估算方法的结果有差异，但是中国拥有全球规模

最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不争的事实，且这一群体

数量还在不断壮大。他们主要集中于城市，拥有较高

的收入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

生活消费需求。乡村由于其生态文化多样性、亲自然

特征，成为与城市互补的生活场域，提供与城市不同的

生活方式和生态体验，“这些潜在的需求如果能激发出

来并拉动供给，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形成推动发展的

强大动力”［5］（P25）。数据显示，我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人数从2012年的7.2亿人次增至2017年的28亿人

次，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2%，到2019年上半年，全

国乡村旅游总人次已经超过15亿次，同比增加10.2%，

这其中大部分是由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贡献的。［10］因

此，习近平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5］（P4），“现在，许多贫困

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

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

章”［5］（P30）。充分把握利用好自身的比较优势和资源基

础，通过改革创新让农村地区的自然生态要素活起来，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绿色

方案。

（三）生态转型是提高农业收益的根本动能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主要农产品数量就告

别了短缺时代而逐渐转向结构性过剩。目前，中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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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农产品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一，尽管中国是农业大国，

但远不是农业强国。一方面，农产品生产数量供过于

求，使得农产品价格较低，传统农业收入不多，这是农

村大量青年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农村人口流失和耕地

撂荒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过

剩，而是结构性的相对过剩，表现为优质农业产品供给

不平衡不充分，以2016年为例，在苹果滞销情况下，中

国还进口了6.7万吨国外优质苹果，每公斤售价高达

60—400元［11］，原因就在于中国现有苹果品种难以满

足中高端消费者需要。除了苹果，还进口了新西兰的

猕猴桃、日本的大米、巴西的橘子等。

如前所说，中国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中等收入

群体，他们对农业的需求不再是单纯的饱腹功能，还要

吃得安全、吃得健康，他们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放

心的食品等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并带动

社会整体消费偏好正在向生态产品转移。中国优质农

产品比较匮乏，不能完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其中除了农业技术和农业服务体

系等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培育农产品的

水源、土壤、空气等生态环境质量不够优质，比如某些

农业产业化县级市，农村几乎被大棚覆盖，土壤逐渐丧

失有机质，蔬菜产量高但是口感不好，甚至还出现因农

田被重金属污染而产出有毒的镉大米事件。如此，污

染的自然养分通过食物链层层传递至农作物、家禽、家

畜等，造成粮食、蔬菜、肉类等整个农产品体系的质量

下降，因而农业附加值较低，农业所能带来的收益极其

有限。显然，新时代乡村振兴不再是以前追求农业数

量的增长，而是如何提高农业质量的问题，质量兴农是

乡村振兴的关键，而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等其他产业不

同之处在于，其产出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自然环境，因

此，只有开展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改善农村的水源

和土壤等自然环境，才能为高质量的生态农业、有机农

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从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并带来发展都市农业、观光农业等新业态的机会，从农

业中得到经济获得感和职业自豪感，农民才愿意回归

土地、回归农村，甚至带动城市市民下乡。所以，生态

转型是推动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动力，这也是国际社会发达农业的成功经验

和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

二、乡村振兴

与生态文明融合的整体价值

乡村振兴不仅是有利于农村的事情，还对全国整

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就像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

提出的，“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

会之建设”［12］（P161）。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乡村振兴从

国家全局层面而言，至少具有三大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生态安全

习近平指出，生态安全是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的

组成部分。所谓生态安全就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如

果一个国家的自然生态系统能够维系其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时，它的生态就是安全的；反之，“覆巢无完

卵”，当一个国家的自然生态屏障遭受严重破坏，就会

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受到威胁，因此生态

安全是其他诸如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载

体和基础。乡村不仅是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国

土空间，而且还是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体功

能的国土空间，是国家生态涵养的主体区。中国很多

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山区还处于或者紧邻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比如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是长江、黄河、澜沧

江的发源地，有“中华水塔”之称，是全球大江大河、冰

川、雪山及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三江源

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几百个

乡村，而且大部分是贫困村。其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的乡村也多数处于贫困状态，有学者统计，贫困农村

地区在空间布局上与生态脆弱地区、限制或禁止开发

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具有高度的重叠性，中国80%

的贫困乡村和95%的贫困人口分布在生态环境脆弱、

敏感和需要重点保护的地区，连片贫困区的生态环境

脆弱指数与贫困指数的相关性达到80%以上［13］（P2614）。

如果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相融合，开展这些农村地区

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将极大增强中国农村地区和

生态功能区的水源涵养、水土保持、蓄洪防涝、防风固

沙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大幅减少和化

解泥石流、山体滑坡、水灾、旱灾等自然风险，提高全社

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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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障。反之，如果乡村振兴没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

合，特别是有些贫困农村地区急于摆脱贫困和增加收

入而忽视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采取过度耕作、过度

放牧、过度砍伐、过度采集等掠夺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的方式，就会导致当地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进而给生

态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因此，在生态文明框架下开展

乡村振兴是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基础的

重大战略。

（二）有利于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对立

回顾人类社会城乡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城乡对

立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农业、手工

业和商业活动分别作为独立的生产形态和专门职业产

生和出现时，因商业和手工业活动需要加速生产资料

的交换和商品流通，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同质性人口逐

步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村镇，随着非农业人口对各种

生活需要的增多，“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

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小

城市变成大城市”［3］（P406）。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城乡

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城市代表的是先进的工业文明，

它取代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为

社会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农村仍旧保

持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年复一年几近停滞，城市和乡村

的差距达到一定的程度，便造成了事实上的城乡对立。

这种对立不仅表现为经济收入的巨大差距，还体现为

城乡人口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身份和社会资源占

有的巨大差异。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矛盾成为影响中

国社会和谐和走向共同富裕的主要难题。既然城乡对

立是由社会分工引起的，那么通常而言，在农村也发展

工业似乎是消除城乡差异的合理方式。但事实证明，

用工业化方式改造农村根本不可行，近年来工业向农

村的自发转移更多的是污染性行业的转移，对乡村而

言是具有破坏性的产业转移，不仅造成农村生态破坏

和环境污染，降低农村未来经济发展的自然投入，而且

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迫使更多农民离开农村，进一步

加剧农村经济贫困和人口凋敝，从而加剧城乡对立矛

盾。如果换个思路，用生态化改造农村，让农村变得比

城市更美，那么城市人口自然愿意到农村去，正如习近

平所说：“‘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谁不愿

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

来旅游？”［5］（P23）如此，美丽乡村不仅不会大规模人口流

失，而且成为吸引城市人口的净流入地，产业、资本、基

础设施、教科文卫资源等也随之自觉主动地向农村转

移，城乡差距越来越小，最终城乡对立消除。这一点在

德国等欧洲国家已经得到实践证明。可见，城市与农

村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汇聚于生态文明，当农村生

态文明建成之时，也就是城乡对立消除之时。

（三）有利于国人精神家园建设

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启蒙和发

展及其意义世界的建构，具有基础性、对象性和本体论

的重大意义。生机勃勃、优美怡人的自然景观具有极

高的审美和科学价值，是人类科学和艺术创造的源泉，

“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

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

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3］（P161）。

如万有引力理论、奥运场馆“鸟巢”等人类智慧的结晶

都是受到自然界的启发。特别是，中华文化是以农耕

文明为基础的历史悠久的延续性文化，传统村落包含

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与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演进

的见证者，是中国人共有的文化根脉和精神家园，梁漱

溟曾提出“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

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14］（P610）的论断。近年来，农村自

然破坏和环境污染侵蚀着乡村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根

基，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无人、濒临失传。“自然的

贫困”很难激发人们从自然界获得美的享受和科学灵

感，创造出诸如“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千古佳

句。同时，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城

打工，外出打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大都与村庄联系，他

们的思想观念、日常互动、行为方式和处世规则都深深

打上乡土文化的印记，但是进入城市后他们不得不抛

弃积淀在自己身上多年的乡土文化而去适应城市，难

免经历文化的冲突、分裂和挣扎，这一定程度上成为城

市农民工精神贫瘠乃至暴力犯罪的重要原因；另一方

面，“城市病”使得城市居民在钢筋混凝土中的单调的

快节奏生活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向往“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温情的传统乡土文化。可

见，在经济社会高度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故乡仍然是人

们魂牵梦绕的地方，乡村依然是人们心灵的寓所。因

此，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恢复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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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之美，更是重塑山水村落一体、田园牧歌交融的

人文盛景，给予农民和农民工对美丽乡村文化的自豪

感和认同感，给予城市居民“根”的归属感，让自然与人

文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正是习近平所说的“让居民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5］（P49）的真谛。

三、乡村振兴

与生态文明融合的现实路径

早在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就提出“中国美丽乡

村建设”规划，安徽、广东、江苏、贵州等省都结合本地

特色对美丽乡村建设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依据中国

各地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笔者认为，当前推进乡村振

兴与生态文明结合关键是要立足于各地优势和特色，

找准工作抓手和突破口，以点带面，把握好工作节奏，

稳步推进。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渐次整治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和农村全面生态文明的实现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时候都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

就，更不能做表面文章，甚至出现把整座山都刷上绿漆

的荒谬行为。村容整洁是乡村生态文明最直观的体

现，可以从这项农民自己动手能干、容易实施、立竿见

影的村庄环境卫生问题入手实施先行整治，坚持少花

钱或花小钱办大事、办好事，先做“减法”，减少环境污

染，达到干净、整洁、有序标准，在此基础上，再做“加

法”，渐次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当前，可先在全国

推广“三清”工作：清理农村生活垃圾，清理村庄农户房

前屋后和村巷道柴草杂物、积存垃圾、塑料袋等白色垃

圾、河岸垃圾、沿村公路和村道沿线散落垃圾等，解决

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污染问题；清理村内塘沟，以房前屋

后河塘沟渠、排水沟等为重点，清理水域漂浮物，有条

件的地方实施清淤疏浚，逐步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清理

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随意丢弃的病

死畜禽尸体、农业投入品包装物、废旧农膜等农业生产

废弃物，规范村庄畜禽散养行为，减少养殖粪污影响村

庄环境。在达到基本整洁的基础上，各地结合自身实

际条件，开展自选动作，逐步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

善，如开展卫生改厕、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村道硬

化、村庄绿化、立面改造、田园风光打造、高速路口景观

提升等工程。

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必须发挥政府的组织发动

和规划引领作用，一方面是因为环境整治改善涉及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

是因为农村环境污染状况一定程度是村民长期不良习

惯的结果，于村民而言也看不到环境整治改善的短期

经济效益，因此，很难依靠全体村民自发开展农村生态

文明建设，即使开展一时环境整治改善，也难以形成长

效机制。根据中国三级财政体制和财权事权相统一原

则，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应该由县级政府牵头，统筹制定

辖区内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指标体系、考核

制度等，并在资金、技术上给予支持；乡级政府负责整

乡的统筹协调，对村与村之间的衔接区域统一规划设

计；建制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不仅负责实际具体

工作，而且明确村民维护村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实行

“门前三包”制度，形成整体联动、资源整合、村民共同

参与的建设格局。

（二）因地制宜发展壮大特色生态产业

乡村振兴必须有产业支撑。习近平强调，产业是

农村脱贫发展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15］（P83）。发展

乡村产业可以增加就业，当地农民无须外出打工就可

获得较高经济收入，使更多农民用实实在在的辛勤劳

动建设家乡，而且还能大幅减少农村“三留”人口现象，

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但是这里所说产业不是

20世纪80年代那种主要集中于造纸、水泥、炼铁等污

染行业的乡镇企业，否则就是饮鸩止渴，使得农村再次

陷入“环境污染—经济凋敝”的恶性循环，而是应该发

展以无污染、少排放、循环利用、环境友好为特征的生

态产业。因此，一方面，农村应关闭现存的污染企业，

为提升环境容量、建设美丽乡村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

面，各地乡村应认真审视自身优势，梳理一条发展特色

生态产业的清晰思路，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

宜开发生态旅游则搞生态旅游，使乡村振兴扎实建立

在自身有利条件的基础之上，将资源优势有效转化为

产业经济优势，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

目前，中国乡村生态产业主要集中于生态农产品

和生态旅游，但是县域内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定位差

异化不足，容易产生恶性价格竞争，再加上缺乏创新高

效的市场营销，环卫设施不达标，无法满足社会群体高

品质的多元生态需求，使得很多乡村地区的生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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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模和收入还达不到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乡村

生态产业必须坚持市场需求导向，树立价值竞争理念，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生态产业发展

新动能。首先，要深入开展市场调查研究，把握市场需

求量、市场供给度、消费者偏好、营销渠道、发展前景等

市场信息，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防止一哄

而上、整齐划一、搞运动式推进等短平快行为。比如，

浙江省安吉县178个行政村中涌现出白茶村、杨梅村、

笋干村等专业村90个，桐坑村的笋干不仅进入了沪杭

等大中城市的超市，还端上了世博餐桌，成为当地农民

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16］（P16）。其次，要深度发掘乡村

地区的民族、历史和人文要素，以农村生态资源、田园

景观、农耕文化、农业科技、农家生活、乡村风情为依

托，发展乡村科普教育、民俗文化传承、娱乐康健体验

等现代新业态，促进美丽乡村不断实现创新发展。

（三）建立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开放机制

利用靠近大城市、交通便捷和财政倾斜等优势，可

以在短期内建成美丽乡村，但是这种美丽乡村模式难

以持续长久和复制推广。即便经济发达的县市也反

映，县市财政难以承担每年用于农村污水处理、垃圾处

理、道路硬化等一大批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

护费用以及环境管理的其他支出［16］（P20），而且，农户个

体土地规模小、生产能力弱，单打独斗不足以发展壮大

生态产业。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的融合发展，必须以

开放的视野探索建立社会资本投入的长效机制。

中国的工业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相继经历了原始

积累与产业扩张阶段，到20世纪末开始产生结构性过

剩。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

界长期的信用与资本扩张已经造成了国内产业资本、

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全面过剩，城市资本迫切需要寻

找被资本化的资源标的。如前所说，中国拥有庞大的

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生态消费需求，同时也

有多元化的投资需求，有越来越多的市民下乡投资乡

村民宿、传统技艺、古建筑、自然山水等不同于传统一

产和二产领域的资源要素。绿水青山和乡风民俗对于

现代社会而言，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稀缺性，当人们

愿意进行投资或支付费用时，这些自然资源就被资产

化了。因此，大量还处于“沉睡”状态下的乡村生态和

文化资源为城市资本投资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也为美

丽乡村建设提供了良好机遇和资金杠杆。这亦是

2018年一号文件提出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农村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农村资源三产化开发等创新要求

的现实依据。但是，在现实中，面对较为分散且具有不

同权利诉求的兼业小农，外来资本进入农村市场面临

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一般很难完全按照外部市场规

则和契约要件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或征迁。目前外来

资本直接进入乡村且顺利推进的项目，其背后总是有

地方政府动用政治权力背书的成分。鉴于此，农村生

态资源要素的有效开发必须依靠中国农村传统的村社

理性和集体经济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最大限度地

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统一规划和多元资金来源的统筹

管理。

具体而言，首先，村集体作为村域内部资源整合

者，对全域即整个村社（通常为自然村）范围内的所有

资源进行勘查，完成村内涉及三产的资源的内部初次

定价，依法统一归集体所有，然后分股到户。其次，依

靠村内“熟人社会”长期形成的社会资本和风俗习惯，

与村民达成股权收益的交易和分配合约，约定村内自

然资源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卫生

改厕、村道硬化、村庄绿化、景观提升等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和其他公共服务支出。最后，集体经济组织承担

村域资产管理公司的职能，将在内部完成初次定价的

资产以参股的形式分包给村内的经营主体，或者引入

外来投资主体，经营主体与农民通过土地托管、反租倒

包、订单农业、托养托种、土地经营权股份合作、资金股

份合作、生态资源股份合作等方式建立稳定的契约关

系和多样化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外部

主体进入农村的谈判成本，吸引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本

下乡，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组织因垄断了全域资源，容易

获得官方金融支持，产生的风险也因村社理性的存在

较容易被内部化处置，大规模的增量收益将显著增强

乡村提供公共环境服务和改善乡村治理的经济基础。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提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水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强农村对人才吸引力

的现实出路。美丽乡村建设不仅关乎“三农”问题的解

决，也关乎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的平衡充分发展，这既需

要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也要创新完善市场机制；

既需要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也要调动市民下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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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既需要长远整体部署规划，也要考虑当下农情

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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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Logics，Values
and paths

LI Juan，YANG Shuo
（School of Marxism，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Rural revitalization must rel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main bottleneck restricting rural development，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ural itself and the future
trend of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beneficial to rural areas，but also of great value in terms of the whole country. It is conducive to consoli⁃
dating China’s ecological security，gradually eliminating the opposi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home for Chines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con⁃
struction，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improve rural living environ⁃
ment，develop characteristic ecological industr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and establish an open mechanism
for capitaliz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This requires not only the government’s macro guiding role，but also
the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market mechanism；not only the farmers’subjective initiative，but also
the citizens’enthusiasm to go to the countryside；not only the long-term overall planning，but also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situation to be considered step by step.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beautiful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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