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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圆园员猿 年 员圆 月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叶关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曳袁明确强调

要野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实

到基层冶遥 费孝通在叶乡土中国曳中认为袁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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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上看是乡土性的遥 因此袁在面积广尧人口多尧
基础弱的农村地区培育和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袁是贯彻这项战略任务的重中之重遥 圆园员缘 年 员 月

员怨 日至 圆员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

调院野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袁遵
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袁充分体现农村特点袁注意乡

土味道袁保留乡村风貌遥冶 咱员暂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启示

我们袁作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袁农村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必须贴近农村尧贴近农民尧贴
近生活遥 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农村实

际袁体现农村特点袁彰显乡土味道钥 笔者认为袁大力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是题中应有之义遥
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袁为什么要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袁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乡土化钥 本文拟初步探讨这几个基本问

题袁以期激发更多学人进行深入研究遥
一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内涵

何谓野乡土冶钥 叶现代汉语词典曳 将其解释为

野本乡本土冶 咱圆暂渊员源愿猿冤 遥 其中袁野乡冶不仅包含空间意义

的野乡村冶袁而且包含生于斯长于斯的野乡亲冶尧剪不

断理还乱的 野乡情冶尧说不清道不明的 野乡愁冶遥
野土冶代表的不只是一方水土袁也代表着孕育其中的

一种文化袁代表着对土地的一份情感尧一份依恋遥
因此袁野乡土冶不是纯粹的地区概念袁而是融地域尧人
口尧人伦尧文化尧情感因素于一体的集合概念遥 何谓

野化冶钥 根据叶现代汉语词典曳的解释袁指的是野加在

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袁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

或状态冶 咱圆暂渊缘愿苑冤 遥 那么袁野乡土化冶就是要使之具有

野乡土冶的性质或处于野乡土冶的状态遥 基于此袁从
总体上说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袁就是要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野乡土冶的性质袁体现野乡
土冶的特点遥 具体而言袁就是要立足乡村实际袁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土生活相对接袁与乡土文化

相融合袁用乡音尧乡情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乡土气息袁使之转化为文明的乡风乡俗袁内化为广

大乡亲的价值信仰袁外化为广大乡亲的自觉行为遥
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内涵袁还需

要厘清三个认识误区遥
其一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不是庸俗

化袁而是通俗化遥 受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袁
尤其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袁使得城市和

农村的现代文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差异袁乡村往往

与落后尧贫穷尧粗俗尧愚昧等词联系在一起袁人们对

于农民群体的普遍印象就是文化程度低尧不思进

取尧思想保守尧行为粗放遥 依据人们对乡村和农民

的传统看法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就难

免存在会不会走向简单化尧庸俗化尧非科学化的疑

虑遥 这种疑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袁我们可以从内容

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回应遥 从内容上看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乡土化不是为了顾及乡村和农民的实

际而任意更改尧曲解尧歪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科学内涵袁降低其本质要求袁使之肤浅化尧低俗化袁
相反要在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性尧系统性

的基础上袁将其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转化为农民愿

意听尧听得懂尧能接受的东西袁使之野乡而不俗袁土而

不粗冶遥 从形式上看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

不是一味迎合农民的需要袁而是以符合农民的思想

特点和接受习惯袁运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尧熟悉

亲切的野乡音冶尧真实可信的生活故事袁来宣传尧普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遥 列宁曾经指出院野 高限度

的马克思主义 越 高限度的通俗化遥冶 咱猿暂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现阶段野 高限度的价值观冶袁
使之乡土化的过程袁就是使之在乡村实现野 高限

度的通俗化冶的过程袁也是逐渐被广大农民理解尧接
受尧掌握尧运用的过程遥

其二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不仅是一个

理论问题袁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遥 掌握群众尧武装

群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首要任务袁推
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普及化尧通俗化是

完成这个任务的首要工作遥 然而袁纯粹依靠理论宣

传和理论教育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难在乡村落

窑愿员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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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根袁也很难为广大农民接受和认同遥 马克思认

为院野理论只要说服人袁就能掌握群众曰而理论只要

彻底袁就能说服人遥冶 咱源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真正

掌握农民袁必须具有足够的说服力遥 增强说服力的

根本在于理论联系实际袁在于理论能够指导实践遥
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

联系起来袁与在实践中孕育又在实践中发展的乡土

文化结合起来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有强大的说

服力袁才能赢得农民群众的认可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乡土化不是简单地向农民灌输抽象的理论袁不
只是在农村野铺天盖地冶挂横幅尧贴标语尧喊口号尧作
报告等袁更重要的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农

村实践袁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遥
其三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不只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野化冶农民的过程袁也是农民野化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遥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乡土化的过程中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农民

是相互需要袁相互影响的遥 一方面袁广大农民需要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袁改造头脑中不合

时宜的价值观念袁学会处理日常生活中各种复杂的

价值关系袁调节价值行为袁确立新的价值追求遥 另

一方面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进一步凝炼需要听

取农民群众的意见袁进一步完善需要将农民群众的

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袁进一步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农

民群众的聪明才智遥 因此袁不管是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转化农民的价值观念尧强化农民的价值认

同袁还是充分利用乡土资源袁发挥农民的主体创造

性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和发展袁都应

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本质内涵的体现遥
二尧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必

要性

摇 摇 我国农村地域广袁农民数量多袁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能否扎根乡村袁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基层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袁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自身的活力与生命力袁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方

向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袁既源于历史

经验的启示袁也基于现实问题的应对袁又着眼于未

来发展的考量袁意义深远袁值得深思遥
渊一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是借鉴农村

推广核心价值观历史经验的必然要求

摇 摇 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体系袁如何普及

和推广官方的尧正统的尧主流的价值观袁使普通百姓

能够接受尧认同尧践行袁是统治阶级历来高度重视的

问题遥 由于我国长期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袁农民人

口数量庞大袁统治阶级把培育和普及核心价值观的

重点放在农村袁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袁留
下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袁主要体现在院其一袁坚持分

类指导遥 依据社会各个阶级尧阶层尧群体的社会地

位尧身心特点和利益诉求袁提出不同的要求遥 其二袁
注重通俗表达遥 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袁对核心价

值观的表述力求简单尧通俗袁使农民容易理解和掌

握袁例如野仁义礼智信冶的价值观袁简单易懂袁家喻户

晓遥 其三袁融入日常生活遥 将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细

化为纲常伦理尧村规民约尧族规家训袁规范和调节人

们的日常行为遥 其四袁发动乡贤引领作用遥 利用乡

贤的高尚品质尧优良美德和人格魅力教化一方袁垂
范乡里袁引导乡民择善而从遥 这些经验归根到底就

是要从农村实际出发袁立足农村资源袁依靠农民力

量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

学习会议时强调袁野历史是 好的教科书冶遥 新时期

在农村培育和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要求我们

认真总结和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袁在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乡土化上花力气袁寻找新的突破口和生

长点遥
渊二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本质要求

摇 摇 任何科学理论一旦产生袁如果只被少数人掌

握袁不能被广大群众接受袁也不能变成指导群众实

践的野物质力量冶袁那么它必然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

意义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发挥自身的独特作

用袁永葆魅力与活力袁实现大众化是必然选择遥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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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大众化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

度重视袁理论工作者在此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袁
但是如何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袁依然困

难重重遥 在 怨远园 万平方千米的中国大地上袁散落着

数以万计的乡村袁有 远员 愿远远 万农民生活于此咱缘暂 遥 倘

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广阔的乡村地区落

地生根袁逐渐深入广大农民群众的内心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就不是一句空话遥 从某种程度

上说袁普及农村袁赢得农民袁服务农业袁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野难啃的硬骨头冶袁同时也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基础尧 关键的环节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大众化在农村的具体化尧现实化袁有利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工作做到因地制宜尧因材施

教袁确保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遥
渊三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是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

摇 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袁是党和国家为了构建和

谐社会袁统筹城乡发展袁解决野三农问题冶而提出的

一项战略任务遥 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袁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袁但也存在不少

问题遥 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将新农

村建设简单地等同于农村经济建设袁重野物的新农

村冶建设轻野人的新农村冶建设遥 于是袁通过大拆尧大
建尧大修袁农村旧貌换新颜袁但是乡土味道日益淡

薄袁乡土精神逐渐迷失袁乡土文化走向衰落遥 守望

乡土袁留住乡愁成为很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心声遥
野真正凸显巨大生命活力的新农村应该是经济尧科
技等等硬实力和文化感染尧价值认同尧民族精神尧时
代精神尧生活方式等等软实力的统一遥冶 咱远暂继续深入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袁需要在提升农村的软实

力上下功夫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袁有
助于用科学的价值观引领乡土文化发展袁塑造乡土

文明袁弘扬乡土精神袁凝聚思想共识袁增进价值认

同袁从而为新农村的软实力建设提供方向指引尧思
想保证和精神动力遥

渊四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是引领农村

社会思潮的现实要求

摇 摇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袁传统的农村社会体系逐

渐瓦解袁野农村的价值体系面临着传统观念与现代

观念尧旧思想与新思想尧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尧东方

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冶 咱苑暂 袁各种主义和思想纷至

沓来袁拜金主义尧享乐主义尧极端个人主义尧功利主

义尧实用主义尧历史虚无主义尧民族主义尧后现代主

义等多种社会思潮在农村交流尧交融尧交锋遥 在错

误思潮的误导下袁不少农民存在是非颠倒尧荣辱不

分尧精神迷茫尧信仰缺失尧道德沦丧尧行为失范等问

题遥 社会思潮 核心的要素是价值观袁社会思潮的

相互交织实质上是价值观的相互较量遥 在思想文

化多样尧价值追求多元尧价值观念多变的当代农村袁
亟需用一种科学的尧主导的尧大众的价值观引领多

种社会思潮遥 传统核心价值观有很多值得发扬光

大的地方袁但是受历史局限性的制约袁需要与时俱

进加以改造和发展遥 现代西方核心价值观也有很

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袁但是不考虑文化土壤和社会制

度的差异袁对其一味的奉行野拿来主义冶袁只会导致

野水土不服冶袁甚至更为恶劣的后果遥 在传统价值体

系解体袁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的社会转型时期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引领农村社会思潮袁就必须

突破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局限袁有力应对现代西方核

心价值观的冲击袁并且要接上农村地气袁贴近农村

实际袁赢得农民认可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

不是对农村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完全否定袁也不是对

现代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全然拒斥袁而是在正确处理

野破冶与野立冶尧野新冶与野旧冶尧野内冶与野外冶关系的基

础上袁在野扬弃冶中继承优良传统袁在批判中汲取现

代因素袁在融合中注入乡土生活袁从而 大限度凝

聚广大农民的价值共识袁在日常生活中引领农村社

会风尚遥
三尧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着

力点

摇 摇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意义重大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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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艰巨袁需要立足现实袁放眼未来袁科学谋划袁统筹

协调袁利用各种资源袁协调各方力量袁创造有利条

件遥 基于农村发展现状和农民的实际情况袁笔者认

为目前着重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遥
渊一冤转换话语体系袁加强宣传教育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野三个倡导冶尧员圆 个词 圆源 个

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高度概括袁表述精

辟袁内涵丰富遥 如何从国家尧社会尧个人三个层面袁
向广大农民讲清尧讲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与精髓袁使他们听得懂尧记得住袁是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乡土化首要解决的问题遥 在农村学习尧宣
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潮中袁存在野官话冶太

浓尧空话太多尧套话太烦等不良倾向袁野完全说些城

里的东西袁不合农村的需要冶 咱愿暂 袁导致农民不愿听尧
听不进尧记不住遥 要克服这种倾向袁转变话语表达

体系是关键遥 在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

性和完整性袁掌握农民语言习惯和接受心理的基础

上袁巧妙地将官方化的语言民间化尧书面化的语言

口语化尧学理化的语言生活化袁用老百姓 熟悉尧
亲切尧 通俗的野乡音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真谛遥 将官方野普通话冶转换为地方野乡音冶袁不仅

仅是口音尧语体尧语调等外在形式的变化袁而且更重

要的是音韵尧语义尧话音等内在本质的转述袁用通俗

易懂尧简单明了的语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

的精神实质尧深刻道理与本质要求表达出来袁使得

人人皆知尧人人都懂遥 实现这一转变袁需要大力培

养本土型的教育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袁贴近乡亲们

内心的需要袁运用乡亲们熟悉的语言袁采用乡亲们

喜爱的形式袁结合乡亲们身边的故事袁加强宣传力

度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说到乡亲们的心坎

里去遥
渊二冤融入乡土生活袁引导实践养成

野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袁必须融入社会

生活袁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尧领悟它冶 咱怨暂 袁习近平

总书记的这个深刻认识启迪我们袁要实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乡土化袁必须将其融入日常的尧真实

的乡土生活中袁使乡土生活成为滋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重要土壤遥 日常的乡土生活看似平淡无

奇而又重复单调袁然而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尧生
活传统尧生活习惯尧生活态度尧生活目的无不映射着

一个地方或一个集体的价值观遥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融入乡土生活袁就应该广泛渗透到农民的劳

动生产尧生活消费尧文化娱乐尧人际相处尧社会交往

等具体生活情境中去袁成为农民群众为人处事尧待
人接物的价值原则袁成为处理邻里关系尧婆媳关系尧
夫妻关系尧干群关系的价值准绳遥 要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引领下袁帮助农民自觉摒弃生活陋习袁
树立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袁养成科学尧文明的生活

方式袁崇尚健康尧优良的生活风尚遥 野勿以恶小而为

之袁勿以善小而不为冶袁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袁从小事做起袁树
立野慎微冶野慎始冶野慎独冶意识袁坚持言行一致袁知行

合一的原则袁养成激浊扬清尧祛恶扬善尧乐善好施尧
积善成德的良好习惯袁用凡人善举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遥
渊三冤立足乡土文化袁注重文化涵养

圆园员源 年 圆 月 圆源 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议时强调袁野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冶 咱怨暂 遥 在农村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

必须立足优秀乡土文化遥 中华民族历经 猿 园园园 多年

的农耕文明袁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袁博大精深袁是中华

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优秀乡土文化是

农村的生存之本尧精神之魂袁代表着农村独特的精

神标识袁积淀着农民群众 深层的价值追求遥 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只有立足于优秀乡土

文化袁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袁成为凝聚价值共识的精神纽带袁才能具有深厚

的根基和牢固的群众基础遥 否则袁就会成为无源之

水尧无本之木袁无法扎根农村遥 在庞杂的乡土文化

体系中袁要秉承扬弃和革新的态度袁野取其精华尧去
其糟粕冶袁引领乡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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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尧相协调遥 在此基础上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精髓融入到乡村的民俗文化尧节日文化尧婚丧

文化尧宗教文化尧饮食文化尧建筑文化尧娱乐文化中

去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贯穿到乡规尧村
规尧家规尧民约尧公约尧族约尧禁约中去袁让广大农民

在传承与发展乡村物质文化尧精神文化尧制度文化

的过程中袁不知不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

大遥 抓住农村拜神祭祖尧节日庆祝尧文艺表演尧灯会

庙会等契机袁举办形式多样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活动袁大力宣讲尧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在寓教

于乐中实现以文育人的目的遥
渊四冤培育当代乡贤袁发挥榜样力量

乡贤是对乡里德行高尚尧威望崇高尧对乡村社

会建设和公共事务作出重大贡献的官员尧乡绅尧贤
达的尊称遥 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袁每个

乡村都有自己的乡贤遥 乡贤用嘉言懿行教化乡民袁
用高尚人格垂范乡里袁用无私奉献造福乡村袁对社

会主流价值观的确立尧倡导尧普及尧践行发挥着重要

作用遥 乡贤成长于乡土尧奉献于乡里袁具有可亲尧可
学尧可信的特点袁能够激励和引导乡民见贤思齐尧崇
德向善袁是他们学习的楷模遥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的

当代中国袁正在经历从野乡土中国冶向野离土中国冶
的转变咱员园暂 袁大批乡村精英离开故里袁野乡贤何在冶的
叩问令人深思遥 消除这种质疑袁需要我们寻找尧发
现和培育野新乡贤冶袁结合时代特点建构当代乡贤文

化遥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袁农村优秀基层干

部尧道德模范尧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袁正日益成为

野新乡贤冶的主体遥 野新乡贤冶作为新时代的乡村精

英袁是一个榜样性的社会群体袁他们的价值观会深

深影响和感染身边的群众袁对于农村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引领尧激励尧示范作

用遥 要通过群众推选尧个人自荐尧组织评议的方式

挖掘和评选野新乡贤冶袁利用地方报刊杂志尧广播电

台尧文化长廊尧理论橱窗袁大力宣传他们的高尚品

格尧先进事迹袁营造向乡贤学习尧看齐尧靠拢的浓厚

氛围遥 邀请野新乡贤冶上讲台尧进课堂尧到田间现身

说法袁在口耳相传中弘扬乡贤精神袁在面对面的交

流中传递榜样的力量遥 与此同时袁要以乡情尧乡愁

为纽带袁吸引外出的野新乡贤冶回归故里袁用自己的

学识尧财富尧专长尧技艺尧经验尧资源反哺桑梓袁泽被

乡里袁用自己的理想尧信仰尧精神尧品德尧修养尧人格

教化乡民袁涵育乡风袁以倡导者尧先行者尧示范者的

角色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遥
渊五冤关注乡土民生袁增进内心认同

唯物史观强调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遥 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不能成为农民群众普遍认同的

社会意识袁根本上取决于农村的社会物质生活水平

与生产方式遥 民生问题是社会物质生活包含的

基本内容袁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

的感召力与向心力遥 关注和改善乡土民生袁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农民认同的物质基础袁是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根本途径遥 要按照

野农业强尧农民富尧农村美冶的总体要求袁把解决农村

民生问题作为新农村建设和美好乡村建设的头等

大事袁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农村民生领域袁野健全农

村义务教育尧合作医疗尧基层就医尧 低生活保障尧
养老保险尧社会救助等政策与制度冶 咱员员暂 袁提升农村

公共服务水平袁着力解决农村上学难尧看病贵尧就业

难尧养老难等突出问题遥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统筹民生工程建设袁保障农民基本权益袁维护农村

社会公平正义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袁确
保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袁切身体会到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遥 要从农民群众 关心尧 直

接尧 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袁常怀为民之情袁多谋为

民之利袁使广大农民困有所助袁忧有所解袁难有所

帮遥 只有不断改善和保障民生袁将深入贯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与持之以恒为农民办好事尧解难事尧
做实事有机结合起来袁农民群众才能在现实利益实

现的基础上增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认

同尧情感认同与政治认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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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摇 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理论研究刚刚

起步袁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实践探索

早已开始袁不少乡村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过程中袁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尧富有成效的

模式袁需要理论工作者对这些好的经验尧做法进行

深入研究袁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

提供理论指导遥 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土

生活相对接袁与优秀乡土文化相融合袁与农民精神

文化需求相契合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促进袁
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的奋斗目标遥
实现这个目标袁离不开野顶层设计冶袁也离不开野基层

探索冶袁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袁久久为功遥 只有坚持

不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乡土化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才能在广阔的农村接上地气袁赢得人气袁
真正落地生根袁深入人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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