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逻辑理路：基于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分析

于    波
 （南昌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　330099）

[摘　要 ]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成为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时空。在社会阶层分化视域中，不同

社会阶层会因自身利益诉求差异而有着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念，从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正义性，侵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安全性。基于社会阶层分化背景，可以得出，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实现不同阶层

的文化利益共享，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逻辑原点、制度逻辑焦点、文化逻辑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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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Way of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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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o understand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may  have  different

thoughts and values due to different demands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so as to eliminate the justic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

tion and erode the security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China.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tiation, it can be con-

cluded that narrowing the gap of material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lasses, promoting the balance of political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lasses

and realizing the sharing of cultural interests of different classes are the market logic origin, system logic focus and cultural logic ful-

crum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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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存在层面来看，社会结构从前现代向现

代、后现代的转型，促成了一个开放多元社会日益

生成。在开放多元的社会时空中，社会利益关系多

样化和思想价值观念多元化共生共在，社会阶层结

构也呈现总体上日益分化的现实图景。在利益分化

日益加剧和利益实现方式多样化的时空中，利益分

化过程实质是一种利益格局不断解构与建构的过

程，社会阶层分化过程实质上是阶层利益分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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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此，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社会阶层分

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功能性分化，更是一种人

们不同需要的利益性分化，具有利益性分化与功能

性分化的复合面相。然而，社会阶层利益的过度分

化容易滋生不公正的利益格局，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的整体建构，从而需要通过意识形态对阶层利益过

度分化加以有效整合。因此，面对各阶层之间物质

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的过度分化所导致的利

益失衡格局，需要从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

距、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实现不同阶层

的文化利益共享的维度，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是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的市场逻辑原点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具有生命

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

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

自然的关系。”[1]（146）由此可知，人们的物质需要是

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有效应对阶层利益的过度

分化首先是要有效应对物质利益过度分化，坚守主

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逻辑原点。社会主义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的市场逻辑即是从最广大人民利益出

发，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归宿点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发展理念以及坚守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市

场竞争原则。然而，在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下，物质

利益分化是阶层利益分化中最根本的分化，物质利

益过度分化主要表征为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

过度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阶层之间收入

差距迅速扩大和贫富差距悬殊已是一个不容置疑

的客观事实，大量的社会财富流向了地产商等权贵

阶层，一些社会阶层有较明显的“相对被剥夺感”。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北京大学发布）中指

出，中国大约 1/3 的财富被 1% 的顶尖家庭所掌握

和拥有，25% 的家庭则掌握着 1% 的财富。可以说，

顶尖家庭的 1% 和财富拥有的 1% 是当今中国阶层

物质利益过度分化的现实缩影，也表明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虽然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但财富却在快速地

向权贵阶层集中，社会底层所掌握和拥有的财富却

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国民政部

颁布的《2018 年 4 季度全国社会服务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18 年四季度，全国有城市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 1 008.0 万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户数

605.6 万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 579.7 元/

 （人•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3 519.7 万人、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 1 902.5 户、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平均标准 4 833.4 元/（人•年）；农村特困人员救

助供养人数 454.7 万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

助 146.4 万人；临时救助 1 074.7 万人[2]。为此，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财富增长速度，也

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同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富人太富”代替了曾几何时的“穷人太穷”，财富

源源不断流向于“金字塔尖”的权贵阶层，新社会

底层有时面对贫富差距的过度悬殊而只能发出无

可奈何的慨叹，眼巴巴甚或酸溜溜地心理仰望着

 “富人”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分化也显现

 “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迹象，因此，

不同阶层物质利益的过度分化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

警惕，努力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物质利益基础。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

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

言交织在一起的。”[1]（151）由此可知，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需要植根于人们物质利益需要之中才能增强

其吸引力与凝聚力，在关照人们物质利益需要中获

得其更好信仰与认同。然而，社会阶层物质利益的

过度分化则会撕裂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多元化思想

价值观念的功能与效应，所以，积极有效应对阶层

利益的过度分化，必须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

距，必须为促进社会阶层利益的和谐发展提供一个

健全有效的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有效促进社会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充

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价值效率性和价值合理性，实现

不同市场主体的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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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市场成为一个“有效”的市场，市场主体成为一

个“自主”的主体，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市场体系和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使不同阶层的

群体与个体都有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创造活

力来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需要，从而为不同的市场

主体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在此，需要澄

明的是，市场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某种程度而

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公

地悲剧”“劣币驱逐良币”等非正义现象，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

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不少束缚市

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

弊端。”[3]（117）因此，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

差距，促进不同阶层的利益关系和谐，需要进一步

提升市场的内在价值合理性，规避市场的内在自身

局限性，大力夯实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公

正基石。

新时代，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距，夯实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公正基石，需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

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新发展理念的

重要内容，其中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发

展的公平正义问题，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目标。

共享发展理念是一个具有多维度内涵的概念，就共

享的覆盖面而言，它指向的是全民共享，而非少数

人或部分人的共享；就共享的内容而言，它指向的

是全面共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所有成果的

共享，而非是某一领域或部分领域的共享；就共享

的实现途径而言，它指向的是共建共享，是社会各

行各业的所有社会主体共建过程中的共享，而非是

某一主体或部分主体共建过程中的共享；就共享的

进程而言，它指向的是渐进共享，是有着阶梯序列

的循序渐进过程，而非是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过程。

二是进一步做大做强社会财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3]（95）但我

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具有许多不尽如

人意之处，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高质量

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大做强社会财富的这块

 “蛋糕”，才能为更好地缩小不同阶层的物质利益差

距奠定更加坚定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我

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

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3]（96）三是进一步

公平合理分配好社会财富。市场原初竞争结果的合

理合法和原始分配的经济公正并不能简单化为市

场公正的全部内容，社会主义市场公正既要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加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的公平正义原则，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社会财富分配导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

财富增长最大化和社会主义财富分配公平化的辩

证统一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把不断做

大的‘蛋糕’分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

充分体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4] 改革开放

以来，虽然我国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但

 “蛋糕”的分配不公正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如何更加

公平合理地分配好社会财富的这块“蛋糕”，夯实

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市场公正基石，是缩小社会不

同阶层利益分化的一个重要命题。

二、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是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的制度逻辑焦点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以

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

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5]。为此，人们政治利益关

系的变化会随着人们物质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不同阶层之间的物质利益分化必然会带来政治利

益的分化。利益形成于一定的需要之中，政治利益

是对政治需要的一种满足，直接反映着政治主体的

政治需要，是引导人们政治行为的航标，是经济利

益的集中表现。政治利益的均衡和谐是国家稳定和

谐的基础，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制度逻辑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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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政治利益的失衡极易导致人们对国家制度的不

满、怀疑甚至否定，容易引起社会秩序紊乱，不利

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甚至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利益的过度分化导致了政

治利益的过度分化，政治利益的过度分化主要表征

为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诉求的差距过度扩大。在

阶层分化的现实社会中，虽然不同阶层群体之间有

着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利益需要，但由于人民群

众总是归属于不同的阶层群体之中的，不同的阶层

群体会因自身财富、地位和声望等占有资源的不

同，又会在现实生活有着其不同的、具体的政治利

益要求。因此，政治利益结构的解构与重构在我国

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势在必然，各个阶层政治利益需

要的愿望日益强烈，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政治利益

差距不断扩大，存有社会上层、社会中层和社会下

层之间政治利益的过度分化现象。虽然不同阶层的

政治利益及其诉求有着阶层之间的差异性，但不同

阶层都能以各自的渠道与方式表达以其物质利益

为核心的政治权利诉求，发表与其自身物质利益相

符合的政治意见，关注以自身物质利益密切相关的

政治权力运行，通过制度内或制度外的参与方式来

实现自身政治利益需要。因此，不同阶层之间政治

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发生极有可能影响一个国家的

政治稳定与和谐，必须高度警惕政治利益过度分化

对政治和谐所产生的潜在威胁性，既要承认政治利

益分化的现实合理性，也要使政治利益分化在一个

可控的范围内，促进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均衡，

有效化解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提

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制度保障。

 “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

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6]（1）不同阶

层之间的政治利益均衡需要借助制度来加以实现，

制度对政治利益的均衡实现程度取决于制度设计

的合理性，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利益均衡需要

用公平公正的制度来保证不同阶层能够公平地获

得政治利益。为此，一个社会的良性、有序发展需

要有调节政治利益关系的一系列制度与原则，如果

没有这些所需要的制度与原则，社会极有可能陷入

 “诸神不和”的喧嚣与纷争之中，从而侵蚀社会发展

的深层根基，正如罗尔斯所言：“这些所需要的原

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

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

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6]（5）从根本上而言，公

平公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着公心、公理和公正的制

度，是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为其价值导向的。效率

与公平是融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选

择之中的，实现政治利益均衡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

的公平公正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重要价值取向。但是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

安排与设计的不合理性是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

差距扩大甚或失衡的制度根源。制度公正的阙如则

是制度安排与设计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根源，在现有

的制度安排中也有非亲贫性、掠夺性、等级性等制

度非公正的一面，也正是由于制度安排中这些非公

正一面的存在为政治利益过度分化打开了方便之

门，为此，促进不同阶层之间政治利益均衡，需要

保持制度公正与制度效率之间的合理张力，以公平

公正的价值准则对制度进行合理设计与安排，进而

化解政治利益的过度分化，大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的政治制度保障。

新时代，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提升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制度保障，需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进一步提升制度安排的人民

性。完善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公平公正的根本前提和

重要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不论处在什

么发展水平上，制度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

证。……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

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 [3]（97）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

制度设计在促进不同阶层政治利益均衡中有不尽

如人意的地方，影响了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

同，但从根本上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行

之有效的制度，是以人民性为价值轴心的公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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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

度，提升制度安排的人民性，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自信和认同，是新时代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二是进一步完

善民主政治制度的可操作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完善民主政

治制度的可操作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的价值要义和本质规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政治民主制度的可操作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政治民主制度的可操作性依然存在不尽如人

意的地方，影响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为

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制度运作的可操作性安

排，需要为促进不同阶层的政治利益均衡提供更加

广阔的制度空间，需要把政治制度的原则规定在实

践中量化为可操作的实施细则，从而充分释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使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制度赋与人们的各项政治权益更加落在实处。三

是进一步彰显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我国是人民民主

专政的国家，捍卫和增长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权力

公共性的集中体现，进一步彰显国家权力的公共性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所在。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权力的公共性虽然越来越清晰，但公共

权力的滥用和非法利用的不正当现象依然存在，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

始终是好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一些

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

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人民

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3]（385-386）这不仅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公正实现，而且侵蚀

人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为此，需要进一

步完善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杜绝权力任性的制度空间，彰显国家权力

的公共性。

三、实现不同阶层的文化利益共享是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的文化逻辑支点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7]（349）物

质利益与政治利益决定了文化利益，文化利益是物

质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一种深层次的隐约表达，对人

们物质利益需要与政治利益需要的滞后或不足具

有反作用的调和功能，进而缓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

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广义上说，以文化为载体的主

流意识形态建设正是以文化公平公正为逻辑支点

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文化场域，从而为主流意

识形态建设提供文化逻辑支点。为此，从某种程度

而言，侵害人们的文化利益需要即是侵害人们的物

质利益需要和政治利益需要，会对人们对主流意识

形态的价值认同起到一种致命式的威胁。文化利益

即是对人类精神需要的满足。由于人们所处的阶层

不同，不同阶层中的群体或个体的文化素养、文化

知识、文化水平、文化需求等亦有所不同，从而导

致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化差距扩大。事实表明，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不同阶层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

差距不断扩大，文化利益也呈现出过度分化的镜

像。文化利益的过度分化主要表征为不同阶层之间

享受文化成果和接受文化教育水平的差距扩大。在

社会阶层分化背景中，人们精神需要的差异性与多

样性决定了文化利益的差异性与多样化，不同阶层

之间的文化利益也存在着结构、等级、档次上的差

异化特质，人们也往往由于财富、地位与声望的不

同，所享受的文化成果和精神生活的趣味也往往不

同，社会上层、中层与下层之间在文化利益需要方

面有其“雅、俗、野”之分。但是，我们在看到文化利

益需要的差异性与多元性的同时，也要看到文化利

益的共享性特质。文化利益是满足绝大多数社会成

员共同享有的一种公共产品，具有超越时空的开放

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特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

所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

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

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1]（404）因此，

在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不同阶层之

间文化利益的共享实现时，不仅要充分筑牢全体社

会成员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和理想信念，也要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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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社会不同阶层群体的文化差异性，不断满足不

同阶层群体的文化利益需要。让每一个阶层、每一

个群体都能享受到共同的文化成果和文化教育，从

体制机制上创新实现文化利益共享的文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着力破除文化利益共享实现中的各种

顽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利益发展思想贯穿于

我国文化改革的各个环节，从而为不同阶层群体带

来更多的文化利益获得感与幸福感，使人们能在自

己所处的阶层文化环境中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质

量，从而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形态建设的文化基石。

文化利益也具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意识形

态宣传与教化作用，作为一种“柔性”的软力量，文

化利益可以非常隐蔽、巧妙地实现意识形态对人的

思想价值观念的操控目的。在文化多样化的时空

中，我国不同阶层之间文化利益的过度分化，一定

程度上也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文化利益”的

幌子兜售其价值观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实现资本

主义意识形态侵略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西方在对

我国文化输出的过程中却穷尽手段，企图不断结构

我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性。”[8]“文化利益”往往成为

西方文化对我国进行渗透与侵略的一种意识形态

工具，而且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中显得更加隐蔽，

如同一架“隐形轰炸机”强劲地轰炸了人们的思想

价值观念体系，导致人们思想价值观的混乱与迷

茫。使人们在一种虚无缥渺的美好幻想中，出现了

价值信仰危机，在解构“崇高”中失去了固有的“精

神家园”，从而消解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文

化力量。因此，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利

益”掩盖下隐蔽式的意识形态侵略与渗透，需要以

辩证的眼光对待文化利益的“双刃剑”效应。在社

会阶层分化背景下，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正确引导不同阶层的文化利益需要，不断满

足不同阶层群众的文化利益需要，实现社会不同阶

层之间的文化利益共享；也要破除西方社会以“文

化利益”为幌子而开展的“文化渗透”或“文化霸

权”，在推进文化利益的大众化与时代化的同时，在

繁荣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实现文化利益 “大

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时代转型，供给各种不

同的文化利益尽可能地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精神

需要，让不同阶层群体在共享文化利益的过程中扩

展自身的心灵空间，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

人们共同的观念自觉，外化为人们共同的行动自

觉，从而提升人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

度，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引领力。

新时代，实现不同阶层的文化利益共享，提升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文化引领力，需要从以下

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共享

性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善于把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

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7]（313）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共享性底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和而

不同”“义利之辩”等都包含着共享发展的思想精

华，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文化利

益共享情怀。为此，如何有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共享性价值基因，克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时代性局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享性价

值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炼升华出一

种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实际的文化利益共享

的价值理念，是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

要命题。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

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

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3]（163）公正观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取向，是贯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内在灵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本质要求。公正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它是程

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的

统一，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

价值立场的辩证统一。为此，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功能，达成人们的主流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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