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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坚持 “社院姓社”政治底色 发挥凝心聚力正能量

李承儒，马　霞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习近平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６０周年的贺信，中共中央印发的 《社会主义学院工

作条例》和第三次全国社院工作会议精神对坚持 “社院姓社”的政治要求都是一贯的。面对新时

代赋予社院的新使命，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指示为指导，以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为根本遵循，坚持 “社院姓社”的政治底色，明确职能、咬定目标、立足实际，才能发挥好社院

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作用，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

思想政治基础，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社院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社院姓社；政治底色；凝心聚力；正能量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５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第三次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继习近平总书记

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发出建院六十周年贺信，中共中央印发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下称

《条例》）后，全国社院系统的又一件大事和喜事。足以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新时代社院工作的高度重视，充满着对新时代社院发挥职能的期待。从习近平总书记的 “贺

信”指示，到 《条例》对社院职能定位的表述，再到汪洋主席在第三次全国社院工作会议上对

社院独特政治地位的阐述，坚持 “社院姓社”的政治要求是一贯的，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最

鲜亮的底色。

面对新时代新目标新要求赋予社院工作的新使命，坚持 “社院姓社”的政治底色，更加有

效地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力量，就成了新时代社院工作的根本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指日可待，这就需要统一战线发挥更大作用，也需要社院进

一步明确职能定位、工作方针、基本任务和培训目标，发挥好 “政治学院”“联合党校”“主阵

地”的作用，履行好 “重要部门”和 “重要组成部分”的职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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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思想认识，明确新时代赋予社院的新使命

回顾历史，社会主义学院因社而立。１９５６年应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主动提出建立政治理论
学习学校的要求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学院应运而生，在６０多年的发展中，各

级社会主义学院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亲密合作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方面代表人

士，为促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无论是以

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的奠基者，还是历届中央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学院的发展都高度

重视和关心，从校名、院训的确定、题写，到致贺信、明确性质、提出要求等多层面都对社院的

发展举旗定向。

正视现在，社会主义学院因社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和支持社院的发展，多次为社院的发展指明方向。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 ６０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致贺信，在充分肯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工作的基础上，要求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 “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坚持 ‘社院姓社’，突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①。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印发 《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明确社院的职能定位、任务目标

和工作的方式方法，进一步推进社院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第三次全国社

院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汪洋主席强调：“要坚持 ‘社院姓社’不动摇，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

把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目标、贯穿教学科研全过程。”② 中共中央如此高度

重视社院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是与新时代赋予统一战线，赋予社院工作新使命密切相

关的。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政治论断，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这就要求全体中华儿女鮸力同心、砥砺同行，奋力奏响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华章。“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１３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③ 而社会主

义学院作为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④，既承担

着为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培养锻造筑梦人的职能，也汇集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社会

精英和贤达的智能优势，是奔梦路上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民主党派、无党派、

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可以肯定地说，

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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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院６０周年的贺信》，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４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０／１４／ｃ＿１１１９７２１３９０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第三次全国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汪洋接见会议代表并讲话》，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７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９－０６／２７／ｃ＿１１２４６８０７５６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２０１６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２
页。

《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１２／２５／ｃ＿１１２３９０３６７２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① 面对数以亿计的统战对象，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思想、

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社院工作必须固本强基守圆心、开放包容扩半径、鮸力共绘同心圆，这既

是新时代赋予社院的新使命，也是推动构建和谐的 “五大关系”，争取人心、汇集力量的必然

要求。

面向未来，社会主义学院因社而兴。《条例》明确，社会主义学院既要承担教育培训、理论研

究、政策宣传的职能，还应开展决策咨询、文化交流和联谊交友的新任务。面对多达数亿的统战

对象，如何发挥好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职能将是今后社院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伟大梦想需要伟

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同行同向，因此，凝聚政治共

识，筑牢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之基，是我们社会主义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人民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日趋完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对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的崇尚和追求，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大国，面对个别西方国家吹嘘的中国威胁论和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盛

行的局面，讲清楚中国不称霸不扩张的人文历史、展现中华民族勤劳善良的良好形象，向世界阐

明如 “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社会主义学院做

好 “对外文化交流合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③

的使命和任务，更是社院在新时代更好履职尽能的职责所在。

二、明确职能定位，展现 “社院姓社”的政治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六十周年贺信时指出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高等政治学院，作为我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条例》进一步明确 “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⑤，从而彰显了社院政治学院的战略地位，

拓展了社院的政治功能，强化了新时代社院的责任担当。总书记对社院 “坚持 ‘社院姓社’，突

出政治培训，强化政治共识”的要求，凸显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院姓

社”成为新时代社院发挥作用的鲜亮底色。

社会主义学院因 “社”而立，因此，必须突出政治培训的主业。社院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并

领导的，以凝聚政治共识、汇聚发展力量为使命的政治学院，必须如 《条例》所要求，“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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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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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印发 ＜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１２／２５／ｃ＿１１２３９０３６７２ｈｔｍ，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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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亮出底色，突出本色，充分发

挥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作用，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

统一战线作出贡献。社院以培养培训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统战干部和统战理论人才为主责，

在教育教学中就应该以学习、宣传、研究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统战理论为核心，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深化巩固政治共识。社院作为中华文化教育、研究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平台，应该在强化

文化共识、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的职能上发挥作用，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价值理念

和基本走向，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发挥好文化统战的重要职能。社院作为中国共产党联谊交友的窗口，应该广泛团结社会各

界，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增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爱国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广交挚友、诤友，

为民族复兴的伟业积蓄力量。同时，社院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智慧，展示中国形象的载

体，应该担负起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展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弘扬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的 “和合”理念的使命，发挥好国际统战的重要职能。

三、紧盯目标任务，筑牢团结奋进的同心圆

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的目标：一是确保统一战线各领域代表人士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强爱国主义精神，熟悉统战方针政策且不断增

强 “五种能力”建设；二是确保各级统战干部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

固树立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熟悉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掌握

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善于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从两个层面明确了新时代需要一支什么样的统战队

伍和培养什么样的统战领域代表人士的重大问题，社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和

统一战线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就是要为党和人民培养一支坚强可靠、素质过硬的统一战线人才队

伍，就是要为党和人民培养一批热爱祖国，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懂政策有能力善团结的

各领域代表人士，这关系到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落实，关乎统一战线这个

重要法宝的生死存亡，关系民族复兴中国梦能否顺利实现。因此，社院应紧盯目标不放松，不断

优化教学布局，提升教育质量，以政治共识、文化认同、能力提升为着力点，为维护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四、立足实际情况，发挥凝心聚力正能量

《条例》明确，社会主义学院 “应当深入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

深刻阐释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为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

力、创造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支持。”② 作为地方社院，应该深入挖掘、研究、宣传

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聚人，突出地方特色，以文化认同促进政治认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传承中，形成了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体系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一

直发挥着维持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中外交流的脐带作用，是中华民族分合兴衰的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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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剂，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支点，是新时代文化统战的圆心，也是人心向背的最大公因

子。无论是港澳台同胞还是海外侨胞，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五

大认同的基础。因此，深入挖掘、宣传、研究各地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统一战线这个同心圆坚守圆心、扩大半径是我们地方社院的职责所在。以甘肃为例，甘肃自古

便是多民族融合地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拉卜楞寺等一大批具有民族、宗教特色的名胜古

迹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瑰宝；举世闻名的敦煌艺术，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表征，

也是我们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以天水伏羲庙和泾川王母宫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发祥地，是我们海内

外中华儿女同根同源的脐带；以会宁红军会师旧址、高台红西路军纪念馆和南梁革命旧址为代表

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我们牢记革命精神、重温初心使命的精神家园；以玉门铁人王进喜

纪念馆和古浪八步沙林场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我们传承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弘扬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量补给站。因此，将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源融入到教育教学中，立足实际，突

出特色，是我们发挥凝心聚力正能量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社院姓社”的根本属性，汪洋主席强调 “又红又专”的办学要求，《条

例》明确社院工作的职能定位、工作方针、目标任务都一以贯之地突出了社院作为政治学院的本

质属性和办学底色，潘岳书记在第三次全国社院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要求，“每一名社院教师

都是意识形态争夺战的一线战士，每一个社院课堂都是争取人心的前沿阵地，社院讲授的每一堂

课都是政治课、研究的每一个课题都是政治题”既是对社院教师、社院课堂、社院研究的准确把

握，也是面对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赋予社院新要求的明确回应。因此，我们更应该以习近平总书

记的贺信精神为指导，以 《条例》为根本遵循，坚持 “社院姓社”的政治底色，明确职能，咬定

目标，立足实际，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

出社院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念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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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学院网络教育的时代特征、
发展路径与现实意义

王　艳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３９９）

摘　要：新时代互联网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学院网络教育培训亟待发展完善。社院网络教育具
有培训空间延展性和浸润力、教学形式现代化统战性、课程体系规模化规范化、教学管理大数据化

自动化等时代特征。为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新变化，社院网络教育要构建线上线下教育模式、网络

教育体系、网络教育教学质量监管机制、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引进等发展路径，从而更加有效地打

破网络教育的物理局限性，提升教学创新性，强化政治文化认同效果，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关键词：社会主义学院；网络教育；培训工作；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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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办好网络教育”①，《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学院 （以下简称社院）要 “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和网络培训”“建立统一战线网

络教育培训平台”。②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领域网络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背景下，社

院作为政治院校应紧跟时代步伐，大力发展具有统战特色的网络教育体系，形成了线上线下、课

上课下的培训新模式，提升社院培训效果。

一、社院网络教育培训的时代特征

与其他类型网络教育不同，社院网络教育是面向部分社会优秀人士，提升受教育者政治文化

素养的，外在功利获得性 （如获得学历、专业技能等）弱的，兼容社会、政治、文化多领域的网

络化政治教育体系，政治文化认同的教育目标使社院网络教育更富有独特的时代特征。

（一）社院网络教育培训空间更具延展性和浸润力

社院传统培训工作缺少网络的有效参与，难以形成覆盖培训对象的网络空间，开拓网络教育

大大拓展社院培训工作的空间，涵盖网络社会和现实世界两个培训领域，是提高社院培训工作延

展性和浸润力的重要途径。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我国拥有８５４亿网民③，网络也成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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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育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大部分社院培训对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统一战线其他领

域代表人士、统战干部等①，都是熟练运用网络工作、通过网络获取知识信息的成熟网民。但是网

络虚拟空间具有复杂多元的政治文化意识，社院传统培训工作难以顾及线上线下两个领域，难以

在网络领域形成强大的网络影响力和引导力。社院网络教育是拓展线上培训的有效突破口，借助

网络平台，采用多种网络技术手段，借鉴大众传播方式特点，改善优化传统教育风格，促使培训

工作延伸到网络空间，积极融入培训对象的网络生活，更具浸润力特征。

（二）社院网络教育教学形式兼具现代化和统战性

社院网络教育教学利用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可以不断突破传统教学形式，激发统一战线工

作的新路径。利用互联网、融媒体技术、人工智能等形式促进教学形式的现代化。如果说统战性

教育培训内容是网络教育的 “内在灵魂”，那么新技术手段是网络教育的 “外在形式”。“外在形

式”化抽象为直观、化静态为动态、化繁琐为清晰的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教学讲解、图文呈现

等难以短时内有效化解的教学难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统战理论方针政策等理

论的现实基础、理论根基和现实意义能更有效地呈现。新科技支撑下的多种教学手段有利于社院

形成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部分社院开发的微视频、网络课堂、远程互动课堂等模式只是社院网

络教育的开端，网络教育工作的深入会带来更多的网络教学新形式，从而能大大丰富了社院教学

形式。目前网络教育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院网络教育应该进一步创新，把教育培

训内容与教育培训对象感兴趣的内容有机融合起来，把教育内容揉入丰富多彩的网络生活中去，

达成无意识政治文化认同目标，进一步提高网络教育的效果。

（三）社院网络教育课程体系更具规模化和规范化

网络平台支撑下的社院课程体系能够涵盖网络课程和传统课程两大门类，大大丰富了社院原

有的课程资源。网络课程方面，利用社院力量充实网络课程资源，共享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优质课

程；传统课程方面，努力将传统课程网络化，进一步丰富网络教育课程资源。整合两种门类课程

资源，可以丰富社院课程体系，实现课程体系的规模化，尤其是通过录播系统不断更新，增加网

络课程资源，既能使最新理论方针政策解读快速呈现在网络教育中，又能克服实时课堂难以长期

保存和难以反复利用的弊端，是不断更新丰富课程资源的双赢之路。社院网络教育课程体系通过

智能分类使教育培训更加规范化，形成更具科学性、体系化的课程资源，更方便教育培训对象和

教研人员通过科学分类快速查找，从而有助于他们通过网络学习填补知识空白，丰富备课资源，

启发教学思路。

（四）社院网络教育教学管理走向大数据化和自动化

社院网络教育利用网络管理系统和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帮助社院教育培训工作走向自动化和

大数据化。社院网络教育的教学管理系统能快速完成对培训信息的查询、分析、归类、匹配、统

计等处理，将庞杂的教育培训信息条理化呈现，根据教育培训需求分配对应的教育资源，将部分

教学管理实务实现自动化，实现教学评价信息电子存档，这些都是提高社院培训水平的信息化基

础。社院网络教育能把管理人员从繁杂的教学事务中脱离出来，利用网络平台完成部分管理工作，

大大节省了人力，有助于社院教育培训工作走向自动化。

二、科技发展新趋势下社院网络教育的发展路径

加强社院网络教育建设，要把握网络教育的发展趋势，明确社院网络教育的发展方向，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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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教育体系、机制体制和丰富完善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

（一）整合重构线上线下教育模式

网络技术的渗透力从社会交往、消费领域进入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世界被网络重新整合，

社院网络教育应该主动整合重构线上线下教育模式。“互联网＋”背景下的网络教育即线上教育能
满足自适应的学习模式，并且通过教育平台实现数据收集和整理，具有不断拓展的巨大容量，具

有多种创新可能性；社院传统教育模式 （即线下教育）的实时实地教育方式，具有主动性和情感

互动性，具有网络教育无法达到的灵活性。“当前线上线下、校园内外的边界日趋模糊，教育逐渐

走向开放和重构。”① 社院教育培训工作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做好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整合与重构：

更新以课程为基础、教师为中心、教学过程严肃庄重的传统教育理念，形成以教育资源为中心，

教育培训过程贴近生活、有魅力、生动活泼的教学理念。整合线上线下课程资源，根据教学需要

建构融合性的课程资源，促使教学多样化。根据学员所属类别、认知特征和学习习惯，将线下教

授式、灌输式、现场式，线上自助式、互动式、远程式整合重构，灵活运用线上为主线下为辅，

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线上线下并重等教学方式。把线下的教育管理方式与网络化管理技术、人工

智能监督手段相结合，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管理方式的整合重构。对学习效果的评价采取传统评价

和网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保证线上线下学习教学的双重评价。

（二）建立完善社院网络教育体系

目前社院网络教育体系还不够完善和成熟，需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具有全局性、结构完备、有

序运转的网络教育体系。在平台建设方面，在调研实践、多方考察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具有统战特

色、针对党外人士的教育平台，快速建立学员数据库，加强社院内部间平台共享，加强社院网络

平台与微信、微博等公共网络领域的链接，借鉴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的成功经验，打造兼具统战

性和社会性的网络教育体系。在网络教育力量配备方面，配齐网络教育专业教师、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鼓励这三类人员加强网络课程开发、网络教育实践理论探讨和技术开发工作。加强教师

的技术运用、信息处理、知识教授、价值引领、专业服务、学习监督等线上线下能力的培养，帮

助现有师资力量快速成长为网络教育的主要力量；建立网络教育的技术人员队伍，做好网络教育

的硬件软件支撑工作，为网络教育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塑造成熟的网络教育管理队伍，制定网

络教育的管理制度，理顺网络教育工作的机制，完善网络教育的评价考核，为网络教育提供保障。

在网络教育内容方面，创新网络教育内容的呈现形式，打造政治文化认同教育的网络资源库，并

保持一定的更新度，通过学员的学习反馈不断修改完善网络教育内容；同时利用数据处理能力，

分析整理各类学员的学习兴趣点、关注点，指导课程的按需分配，强化受欢迎的网络教育内容。

在培训对象方面，社院网络教育能否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培训对象的积极参与和有效评判，尤其是

抓住教育对象在网络教育中关注和聚焦的议题，以此激活社院网络教育的活力。

（三）创立与完善网络教育教学质量监管机制

社院网络教育缺少教师与学员的实际授课过程，网络平台缺少传统教育的管控力和约束力，

教师和学员通过虚拟环境、围绕知识资源建立的人际关系十分单薄，与传统教育建立在情感基础

上的师生关系差距很大，教与学脱离状态下的学习状态处于放任状态，不能确保教学质量。为了

确保网络教学中学员自主学习的真实有效性，社院需要借助硬件和软件对教与学进行数据管理，

建立网络教育教与学过程的监督机制，创设开放自由有效的教学生态环境。社院培训对象多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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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人士和统战干部，层次较高、学习自主性较强，加之社院继续教育属于提升性教育，不同于

技术或学历获得教育，社院与学员具有很好的信任基础。这是社院网络教育教学质量的监管机制

的构建基础。网络教学前，可与学员签订教学信任约定，明确学习要求、学习目标和学习规范，

通过这种 “君子协定”的形式督促学员网络教育中的学习效果。网络教学中，通过网络教育平台

追踪学习过程中的文本、视频、学习者状态等数据，采集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并对其进行

分析，监督学习过程，保证教学质量。网络教学后，通过问答、测试、感悟提交等测试环节检测

学习效果，保证网络教学质量。

（四）适时引进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深化社院网络教育

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网络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是未来发展趋势。《教育信息化２０

行动计划》提出要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支持下的教育模式变革和生态重

构”。①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虚拟现实、情感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领域的发展，赋予智

能教学系统更丰富的内涵。”② 人工智能是网络技术的延伸，社院网络教育适应新技术的变革和发

展，适时适机引进运用人工智能系统是教改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社院运用人工智能提供基础性

理论知识讲解，可以解放部分人力资源。同时利用人工智能形成教学情景，与学员形成情感和认

知互动，是网络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人工智能解放教师力量，缓解社院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

有利于社院教师更多时间精力进行优质课程和教学资源的开发，成长为网络教育的主要力量，促

进社院培训工作的发展。

三、社院网络教育培训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教学过程打破学员学习的物理局限性

社院网络教育的数字化教学过程能够打破传统教学固定时空的局限性。传统教学模式要求学

员在固定时间地点内进行集中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难以保证教培对象学习工作两不误，工学矛

盾难以避免。社院网络教育模式更具时间上的灵活性，学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安排学习时间，

甚至可以利用零碎时间进行短时学习，有利于学员统筹安排继续学习教育，助力克服工作与学习

之间的矛盾。传统教学模式受限于空间限制，培训人员数量难以最大化，受时间限制，培训容量

难以扩大化，培训范围难以短时间内扩大。社院网络教育突破了社院教学容纳量的限制，在技术

支撑下可以大范围拓展培训范围，既节省经费支出，也有利于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传统培训模式

多以阶段性学习为主，难以形成常态化、长期性的学习模式，但社院网络教育为学员开展长期性

的继续教育奠定了基础。

（二）传统教育内容融入新兴教学手段提升教学创新性

传统教育内容与新兴教学手段相结合可以生成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从而形成网络课堂与传统

课堂相结合的社院教学模式。在网络课堂方面，课堂在新技术支持下既可以实现教师参与下的网

络问答模式，也可以实现教师缺位下的理论方针政策传授解读，更加快捷有效地完成社院教学内

容。在传统课堂方面，社院传统教学课堂更多依赖于社院教师的知识结构、传授技巧和人格魅力，

网络教育为社院教师教学创新提供了新媒介、新手段、新方法。社院培训内容多涉及政治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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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内容，教师熟练运用多种融媒体技术能帮助课堂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具有

逻辑结构的政治学知识脉络，具有数据资料支撑的研究结论，具有影像资料见证的历史事件和具

有声音图像视频展现的文化内容，有利于提高社院教学课堂的魅力，能辅助提高教学效率。

（三）教与学交互式沟通平台强化政治文化认同效果

传统教育模式中师生可以通过实时互动解疑释惑、交流感情，但是这种互动多限于 “一对一”

“一对数人”，互动范围有限，很难做到 “一对多”的大范围互动沟通。社院网络教育中 “教”的

行为与 “学”的行为通过网络平台完成，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实现 “一对多”的大范围教学互

动。这种大范围的交互式沟通有利于党外学员对统战理论、政治体制、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认知、

理论建构和情感共鸣，有利于强化政治文化认同效果。同时，社院培训对象与教师，培训对象与

培训对象之间实现网络教育互动沟通交流，与社院培训工作特点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知识水平较

高的代表性人士更适合自由、平等、开放的网络教学环境，社院培训内容的开放性和探讨性需要

沟通交流作为教学补充，政治文化认同的教育目标需要网络教育交互式沟通平台深化思想、升华

认识，建立党外人士政治文化认同的情感基础。

（四）教育资源的共享性满足各界别学员的个性化需求

社院网络教育能够集聚大量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在传统教育面向全体学员的共性教育

的基础上体现了个性化特色。社院网络教育可以集中社院系统、高校系统和科研系统的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在平台和网络的支撑下能够被快速获得，这意味着优秀教师和有价值的教学资源可以突

破以往传播局限性的壁垒，发挥更有实效性的作用，极大弥补了社院培训力量不足、质量欠佳和

课程不完善等问题，尤其是最新统战理论方针政策需要快速准确解读和宣传，资深专家深度和准

确解读的教学资源共享有利于社院内部学习，也有利于学员及时获取。同时，社院网络教育的内

容、对象和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化，更能满足具有不同专业背景、成长经历、工作岗位的党外人士

个性化培训需求，民族宗教界人士更容易获得民族宗教政策方面的知识传授和理论讲解，港澳台

同胞及海外侨胞更容易获得他们感兴趣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课程。

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和多媒体不断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社院培训工作需要适应信息快速传播和

个体即时获取大量信息的现实要求，社院网络教育势在必行。明确社院网络教育的时代特征，探

索社院网络教育在网络发展大趋势下的现实路径，有利于为社院网络教育摆脱现实困境，提高网

络教育水平，发挥政治共识教育等提供理论参考，助力社院更好地发挥好凝心聚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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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习近平作十九大报告 八次提到互联网》，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ｈｔｔｐ：／／ｍｅｄｉａ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７／１０１８／

ｃ１２０８３７－２９５９４８１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１日。

统战理论与实践

对云南网络统战工作的几点思考

包云燕，杜明彦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网络时代，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网络空间对社会的影响也发挥着前所未有

的重要作用，开展网络统战工作已成必然。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边境线长，是国家面向南亚

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处于特殊而重要的位置。重视云南网络统战工作，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文章对网络时代云南网络统战工作的机遇、挑战进行思考，

并就如何开展云南网络统战工作提出具体措施建议。

关键词：云南省 ；网络统战工作；思考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１５－０９

网络时代，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网络空间对社会的影响也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

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①在信息

革命深入推进的当下，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均席卷进信息化浪潮，“互联网 ＋”不再是一种潮

流，而是人们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的组成部分，将统战工作与互联网相融合，是统一战线领域不

可回避的一个时代课题。“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②已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

时代要求。

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在面向南亚东南亚对外开放中处于辐射中心地位，对外经济文

化交流往来频繁，省内经济与互联网的融合度深，与此同时，云南少数民族众多，五大宗教齐

全，八个民主党派全有，还是五大侨乡之一，统战工作任务、使命重大。网络统战工作于云南

而言，既是提升工作效能的有效 “利器”，又是容易造成信息外泄、威胁社会安定和谐的 “潜

在隐患”，既大有可为，又责任重大。

一、云南省开展网络统战工作的战略意义和机遇

何为 “网络统战”？２００５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 “全国统战宣传调研工作会”首次提出 “网

络统战”的概念。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编著的 《统一战线使用工作方法》明确：是指以网络为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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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传统与现代结合，虚拟与现实结合，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超

时空性和立体交叉性等特点的统战工作。①

可以看出，实施 “网络统战”，一方面能够发展运用我党在近１００年的统战工作中积累下来的

优良传统和经验做法，另一方面可以凭借信息革命优势，实现更大范围的工作覆盖面和更大规模

的沟通、联系、协商、团结，画出更大的 “同心圆”。

（一）实施 “网络统战”，是云南统战工作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战工作的职能要求。云南作为欠发达省份，发展是全省的第一要

务，是中心和大局之重。统一战线作为党擘画最大 “同心圆”的法宝，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服

务和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云南实现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一部手机游云南”，

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云南分中心、中国林业大数据中心、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中心等有影响

力的 “大数据”机构相继建成投运，互联网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

互联网的关联度和融入度越来越强，市场主体和经济领域的统战对象越来越 “互联网化”。

云南地处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主干道上，跨境电商发展取得长足进步。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４

日，中国 （昆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２０１９年 １月 ３０日，省政府发布了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根据规划，到２０２０年，建成完

善的跨境电子商务 “两平台、六体系”（跨境电子商务线上公共服务平台、跨境电子商务线下产

业园区平台，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共享体系、跨境电子商务金融服务体系、跨境智能物流体系、跨

境电子商务信用体系、跨境电子商务统计监测体系、跨境电子商务风险防控体系），全省跨境电子

商务交易额达１０亿美元以上，年均增长５０％以上，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居西部前列。②

在如此的互联网环境中，统战工作要实现其职能目的，不能不对自身进行 “互联网化改造”，

所以，推行 “网络统战”，既应然，也必然。

（二）实施 “网络统战”，是新时代云南统战工作实现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

实现创新发展是新时代统战工作发展的内在要求，统战工作面广线长，工作对象日趋复杂，

工作任务繁重艰巨。要实现统战工作立于时代潮头，真正发挥服务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巩

固党的领导地位的职能，离不开高效率运转、大范围覆盖、高效能作用的工作机制，而在信息化

的时代大潮中，要实现如此目的，离开互联网这一主题无从谈起。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特殊的省情和作为统一战线 “大户人家”的统战情况 （以下简称统

情），决定了统战工作任务较其他省份更为艰巨而繁重，决定了云南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客观必然。

所以，云南要实现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创新发展，离不开信息革命的互联网助力，离不开网络统战。

（三）云南 “网络统战”的优势和面临的机遇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为云南网络统战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云南

边境线长，接壤国家多，在对外开放中有着一定的先天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期间，提出

了建设 “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等要求。围绕总书记的谆谆

嘱托，云南近年来取得了突破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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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统一战线实用工作方法》，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０页。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９年１月３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ｎ．

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ｚｃｗｊ／ｙｚｆ／２０１９１１／ｔ２０１９１１０１＿１８３９５４．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１日。



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下旬，云南与南亚东南亚１１个国家、３３个城市缔结了友好关系，与７个国

家建立了８个多边双边地方合作机制，在经贸合作国家和地区设立了２３个商务代表处，其中东南

亚实现了全覆盖。２０１７年，云南与东盟贸易额８８４７亿元，增长１３％，占全省外贸额的５６％，其

中缅甸、越南、老挝是云南与东盟的前三大贸易国。

在深化经济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云南还努力推动和强化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

文化贸易和文化合作，倡议建立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论坛，推动创立中国—南亚东南亚商务论坛，

积极推动与越北、老北、缅北、泰北的合作，构建地区合作、政策协商、民心交融的重要平台。①

对外开放的深度推进，为网络统战工作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二是网民数量的剧增为 “网络统战”奠定了群众基础。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２０１９年２月发布

的第４３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我国网民规模达８２９

亿，全年新增网民５６５３万。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８１７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

９８６％，全年新增手机网民６４３３万。②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互联网发展呈迅猛趋势，就网民数量的变化而言，横向比较，云南滞后

于内地发达地区，但纵向比较，云南网民数在逐年递增。依据第２０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划定的统

战对象范畴，对照全国比例估算，云南统战对象中约有７９８万为网民。这就客观地为 “网络统战”

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三是云南 “大户人家”的统情让网络统战大有可为。２０１８年，汪洋同志视察云南统战工作时

指出，云南五大宗教齐全；全国５６个民族，云南有１５个独有民族、２６个世居民族。同时，云南

还是五大侨乡之一；八个民主党派全有，组织结构也很健全，可谓全国统战工作的 “大户人家”。

云南的这种特殊统情决定了云南网络统战工作广阔的天地和特殊的优势，必然大有可为。

结合云南省省情和统情，抢抓机遇，利用好 “网络统战”这一 “利器”，无疑是顺应信息化

时代潮流，适应统战对象变化，提高云南统战工作效能的有效途径。

二、云南省网络统战工作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网络统战是互联网与统战工作深度融合的产物，在信息革命的催发下，网络已成为 “互联网

＋”形态中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所以，从本质而言，在 “互联网 ＋统战”中，“互联网”发展速

度超过 “统战”，正常且必然。同时要看到，统战工作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做人的工作。所

以，互联网快速发展给网络统战带来的问题和困难，需要高度重视，尤其是对于云南这样地处边

陲，既欠发达而统战任务又重的省份而言，这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一）信息安全存在隐患，为外部敌对势力和极端势力进行网络意识形态入侵提供可乘之机

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综合

国力的提升，更是让他们惶恐不安，他们纷纷与国内反动势力进行内外勾结，挖空心思阻碍中国

崛起，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损害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一个现实的典型例证就

是，２０１９年６月以来，围绕修订 《逃犯条例》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问题，我国香港

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游行集会，其间一些激进示威者蓄意挑起、制造暴力事件，严重威胁公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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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苗：《第二届中国—东南亚商务论坛聚焦互联互通一体化合作 云南有望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昆明日报》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９日，第３版。
第４３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９－０２／２８／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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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其间，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颠

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断就香港局势煽风点火、妄加评论，还安排高级官员会见反中乱港头面人

物，为香港激进暴力分子的违法行为撑腰打气，竭力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安全，① 妄想实现其

“颜色革命”的野心。

除此之外，国内外反动势力还善于借助于信息科技，利用互联网美化包装反动言论，捏造歪

曲事实，混淆视听，攻击人民政权，抢夺意识形态阵地，企图西化、分化中国。

与此同时，统战工作面广线长，不少信息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网络统战过程中，不

少信息可能借助于互联网传播、泄密，造成严重后果。以笔者参与省委统战部进行的 “云南新媒

体行业统战工作研究”获取的数据为证，当下，云南网络统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工作人员网络

保密意识不强，有的统战部门的网络信息管控不严，不少数据、信息通过ＱＱ、微信、邮箱等途径

传播，工作电脑未安装安全防护软件系统，一些安装了的安全软件未及时有效升级更新。纸质文

件管理、销毁做得不够到位。

西方敌对势力处心积虑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他们有力量投入资金和资源

研发先进的 “木马”病毒或其他破坏软件，侵入统战工作网络窃取所需数据、资料。而根据笔者

近年来调研情况来看，有的统战部门对此的防范是不够的。

２０１５年，笔者参与省委统战部的 “云南新媒体行业统战工作研究”课题调研时发现，三个州

市党委统战部门均不同程度存在以上问题。如某市市委统战部反映，从管理方面而言，该市 “新

媒体企业存在多头兼管，管理不到位的现象”；从人力资源来说，该市 “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政务

新媒体的部门主要通过安排兼职人员负责新媒体的日常运营和维护。管理人员原本工作量大，再

要兼顾微博、微信等维护更新，精力有限。信息发布频率、日常内容更新、舆情的搜集时间上也

无法保证”，无法将舆情信息转交给相关部门，目前的政务新媒体更多的只是承担了信息发布功

能。某市市委统战部反映，该市对于新媒体领域存在 “统战工作未全覆盖，有不少死角和盲区，

存在跟不上、不适应、不到位的问题”。某市市委统战部反映，“面对新兴媒体，我们的统战工作

却不能与时俱进地利用新的手段为统战工作服务”。

（二）网络空间异常复杂，给网络统战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互联网信息发布具有便捷性、虚拟性、互动性和个体性等特征属性，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多元、

多变、复杂。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而为，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惜利用网络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

影响网络空间的良好生态和社会的安定和谐。

在网络犯罪中，“网络水军”较为突出，他们收受 “客户”钱财，雇佣熟悉网民心理的 “写

手”，利用互联网编造、杜撰、传播各种虚假信息，发帖删帖，进行网络炒作，攻击 “客户”的

竞争对手和敌对目标。此类作案手段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有组织有策划，有明确分工，涉及面

广，表面打着 “舆论监督”“法制监督”“社会监督”等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诈

骗、非法经营、寻衅滋事、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活动。② 新华社在起底 “网络

水军”犯罪活动过程中，通过采访办案民警发现，网络水军只要客户给钱，什么内容都能发。这

些内容 “带有强烈的 ‘网络黑社会’性质，容易侵蚀网络正能量、破坏网络正常生态，往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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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洁篪表示中国香港事务不容任何外来干涉》，２０１９年 ８月 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１９－０８／０１／ｃ＿１１２４８２７３６５ｈｔｍ，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４日。

《公安机关重拳打击自媒体 “网络水军”违法犯罪》，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ｐｓｇｏｖｃｎ／
ｎ２２５３５３４／ｎ２２５３５３５／ｃ６３２０６５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正义网民不敢发声”。①

对于这些网络犯罪，我们需要在网络统战过程中提高警惕，防范工作数据、资料在网络传播

时被 “网络水军”获取，特别是有关宗教、民族、经济等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要强化保密管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是网络统战的重点对象之一，该群体包括了大量新媒

体企业主、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意见代表人士和媒体记者。但从公安部门通报的情况来看，犯

罪团伙相当部分就是 “网络大Ｖ”、知名博主、论坛版主、网红等。“‘网络水军’业务的辅助实

施者，主要由专业推手、小型非法网站运营者和知名网站 ‘内鬼’构成。专业推手往往是一些网

络 ‘大Ｖ’‘网红’等，借助自身在 ‘粉丝’中的影响力，为炒作活动站脚助威；小型非法网站

运营者、知名网站的 ‘内鬼’（如编辑、版主）主要是协助 ‘网络水军’删除、置顶帖文等，从

中谋取非法利益。”② 所以，在工作中，我们要注重识别和把握。

除了 “网络水军”这种有组织、有策划的违法犯罪行为，一些个体性、偶然性的网络攻击，

亦可造成相当影响。２０１９年８月２日１９点１３分，山东省临沂市民用航空管理局官方微博＠山东

临沂民航即被人盗用，发布关于机场管理人员的负面信息。截至次日１９点１６分，该微博的阅读

量即达７５８万次，讨论８３条。③

虽然官方对于该事件的调查尚未得出结论，但该事件表明，即便是普通个人，亦可通过相应

手段，影响到利用互联网开展的工作。同时也折射出，网络统战的信息管控任务艰巨。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由北京华夏盛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的中国廉

政监察网竟然冒用中央纪委的名义发布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案件，并以此实施敲诈勒索和诈骗等

违法犯罪活动。据调查，该公司法定代表魏某某指使公司员工赴各地搜集所谓 “新闻线索”，以帮

助 “申诉”为名向当事人收取 “立案费”，在与当事人签订协议后赴事发地进行录像、拍照等所

谓 “取证”工作，将相关照片和视频及其编造的虚假信息发布在中国廉政监察网等网站上，并向

当地党委政府邮寄所谓 “督办函”进行敲诈勒索，或向当事人收取 “好处费”。此案对统一战线

的互联网安全对网络统战工作亦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④

（三）“一带一路”建设和互联网行业发展状况给网络统战带来严峻挑战

云南与东南亚国家 “山岭同脉、江河同源”，自古以来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早在

２０００多年前，云南就是中国陆路通向印度和东南亚的门户，是中华民族和印度及东南亚人民友好

交往和开展经济贸易的重要通道。早在张骞通西域以前，就有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延伸到

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对外通道。这条西南通道就是 “南方丝绸之路”，在增进中外交往、促进中外

贸易和抵御外侮中，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云南处于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通

道上，“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出台 《关于加快建设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的实施意见》。所谓辐射中心，即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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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起底 “网络水军”犯罪活动》，２０１８年 ２月 ５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ｐｓｇｏｖｃｎ／ｎ２２５５０７９／ｎ４２４２９５４／
ｎ４８４１０４５／ｎ４８４１０５０／ｃ６０１７７５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公安机关重拳打击自媒体 “网络水军”违法犯罪》，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 ８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ｐｓｇｏｖｃｎ／
ｎ２２５３５３４／ｎ２２５３５３５／ｃ６３２０６５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临沂民航局：“与女下属通奸对抗调查”博文系被盗号》，２０１９年８月３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１９／
０８０３／０８／ＥＬＬ１４９ＢＧ０００１８ＡＰ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中国廉政监察网〉假冒中央纪委名义被公安机关查处》，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ｄｉ．ｇｏｖ．ｃｎ／
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１９０８／ｔ２０１９０８１１＿１９８６６５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 １０月１８日。



交流中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高地。①

随着辐射中心建设的深入推进，云南对外思想文化和人员经济交流交流势必更加频繁，社

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亦更加复杂。与此同时，云南互联网产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以新媒体发

展为例，去年，笔者在进行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云南路

径研究”过程中发现，新媒体企业整体发展不成熟，参加调查的３０５家新媒体企业中，当问及

“自身发展面临的风险是什么”时，１１５家回答 “竞争对手鱼龙混杂，行业管控不规范”，占受

调查企业总数的３７７％，占比最高；被问及 “制约自身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时，９４４４％

的企业家的回答集中在 “缺乏骨干人才”“员工未来预期不明确、人心不稳”和 “缺少发展资

金”三个方面。与此同时，员工群体的学历构成方面，大专及以下的就占了６１８４％，本科占

比３５９％，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只有２１８％。同时，全省各地州统战部门亦普遍反映新媒体企

业尚处起步阶段的事实。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此次统计主要依据各地州统战部门的统计数据，

能够进入统计范畴的，均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或声望；未进入此次统计范围的，其状况可能不

如纳入统计的。

根据公安机关近年来的网络犯罪案件调查情况和互联网情况来看，“‘网络水军’业务的辅助

实施者，主要由专业推手、小型非法网站运营者和知名网站 ‘内鬼’构成”。所以，云南互联网

产业的现状，对网络犯罪分子而言仍有不少可乘之机，也给网络统战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四）云南省网络统战工作开展的 “瓶颈”问题相对突出

２０１５年，笔者参与省委统战部的 “云南新媒体行业统战工作研究”课题调研，范围涉及省直

部门、１６个地州部门，经过问卷调查、走访座谈、专项汇报材料分析等，发现当前云南网络统战

工作的开展主要存在以下 “瓶颈”问题。

１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统战工作部门现有人才队伍状况距离信息化时代下网络统战的要

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大部分统战工作人员，尤其是年龄偏大的人员囿于传统的方式方法，不乐于

亦不愿于利用网络开展工作。与此同时，运用互联网开展统战工作的部门和人员，其思想理念、

方式方法等也还有诸多需要改进提升的方面。

２工作机制尚待建立健全。大多数地州统战工作部门与工作对象联系机制普遍未建立，各

部门工作协同机制建设尚属起步阶段，工作载体尚需搭建，工作资源分配未实现优化。

一是管理机制方面：网络统战的一项重要目标是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其中，就要

通过统一战线的优势，促成市场监管主体和互联网行业协力并进，推动互联网发展。然而调研

发现，互联网领域主要存在市场混乱、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监管不当和政策帮扶不到位等四个

方面的问题。

就新媒体市场而言，不少参与调研的人反映：“鱼龙混杂，缺乏规范。不少个人或私营新媒

体渠道发布信息没有严格制度把关，不实信息、无节操信息、对行业无益的短时效益信息充斥

其中。市场运作中存在恶意竞争，给行业带来一定影响”。“竞争激烈，行业法律法规不完善”，

“市场利益驱使供应商传播不良信息”，“不良的竞争现象时有发生”。“信息内容的抄袭，恶意

竞争，资金扶持不够”。“乱而无序” “发展混乱” “网络爆炸式信息传播方式导致信息良莠不

齐、信息泛滥”……

就新媒体从业人员素质而言，参与调研的人反映：“人才缺乏”“侵权抄袭现象多”“从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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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素质普遍偏较低，各类低俗标题、内容吸引眼球，部分内容存在歪曲事实，甚至造谣”。“技术

类人才比较匮乏”“管理观念落后，在管理观念中缺乏足够的重视，由于利益驱动，一些供应商片

面追求眼前利益，无视法规，不顾及社会责任，传播不良信息”。“新媒体企业缺失人才” “门槛

变低，一些组织和个人均可成为媒体发布者、内容监管者”，“人才招聘不到，缺乏骨干人才”。

就监管而言，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当。一方面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监管得过严，如一些参与调

研的人员反映 “政府相关部门监管过于严格，无有效的沟通渠道”，“监管部门太多太乱，各种审

核手续繁杂”。另一方面是监管缺位，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参加调研的人员纷纷反映，

“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管理条列措施”，“没有政策的指引”，“法律监督滞后，内容良莠不齐，舆

论导向欠缺，正能量信息传播过少”……

就政策帮扶而言，参与调研的人员反映，“政府不支持网络平台的建设，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太单薄，缺少发展资金”，“相关部门对新媒体行业的宣传权限模糊，使我们不知道哪些可以宣传，

哪些不可以；相关部门对电子商务发展无规划，发展不集中，不能整合资源”……

二是工作协同机制方面：互联网已深度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就社会治理而

言，涉及到公安、工信等行政部门以及电信、联通等相关企业。要做好新媒体领域的统战工作，

需要上述部门和统战、文化、宣传、组织人事等部门齐抓共管、协同配合，但因工作尚处于起

步阶段，各部门、各单位之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建立，相互之间的业务往来和联系也未融入 “统

战”因素。

三是工作载体方面：当前，成立协会等相关组织，举办联谊交友活动等是统战工作比较流行

的做法，面对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这项新任务，除了这些常规的做法外，还有必要利用新

媒体的技术手段，通过微信群、ＱＱ群、微博等多种方式，通过新旧手段结合，做到线上互动、线

下沟通，实现交流的即时性、广泛性。

同时，工作制度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是抓好工作的重要保障，推进新媒体领域统战工作的

制度化、规范化，是当下网络统战工作的必循之径。当前，制度尚未建立或不完善是云南网络统

战工作客观存在的问题，以至于不少统战部门感到工作无依据、无规划、无方向。

三、实现云南网络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宣传，提高认识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宣传，提高思想认识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在网络统战工作

中，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现在的时代正在经历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推广运用日新月异。云南虽处

于西南边陲，但被信息化浪潮席卷是必然之势，且这一趋势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广，超乎想

象。所以，对于网络统战工作，我们有必要思想先行。

第二，网络统战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的战略部署，是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实现创新发展的必

然要求，并非只针对发达地区。所以，做好当前云南网络统战工作，是全省统一战线面临的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必须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第三，网络空间的对等性，让每个网民不仅是信息的 “接受者”，同时也是 “传播者”，甚至

是 “制造者”。网民发布信息以及所发布信息的影响力，并不受地域、阶层、时间等限制，只要所

传播的信息切合公众心理需求，同样能引发舆情危机。所以，即使是在云南这样的边疆省份，其

网民对于网络舆情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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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全省统一战线领域对该项工作的重视，仍需开展大量的工作。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对

该项工作重要性的宣传贯彻，将宣传贯彻纳为全省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件、会议等

各种途径和网络、媒体等载体，不断加强对该项工作的宣传力度。在宣传贯彻过程中，需要注意

三点：一要把握重点。宣传贯彻的目的是要引起各级统战工作人员对网络统战工作的重视，所以，

要注重宣传中央的精神和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二要着眼长远。网络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面临

的一项长期工作任务，特别是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新媒体对社会影响的不断加深，这项工

作越来越显得重要。所以，我们在宣传贯彻的过程中，既要立足当前实际，又要着眼长远，用战

略性的目光谋划和推进宣传贯彻工作。三要结合实际。在信息科技迅猛发展的当前，尤其是 “互

联网＋”等浪潮的兴起，媒体、学界等对互联网、新媒体的讨论庞杂，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讨论话题覆盖各行各业，各种理论推陈出新。在宣传贯彻工作中，我们要紧密着眼云南省当前的

实际，谋划一些符合实际的举措，确保宣传贯彻工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不能仅注重理论，而使

理论脱离实际。

（二）坚持 “大联合大团结”，团结巩固好新媒体代表人士阵营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是网络空间的 “民意主导者”，他们粉丝多、联系广、影响大，在信息传播

和舆论引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网络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我们要按照抓重点、抓关键的方法

论，坚持线上联系、线下沟通，通过建立协会组织、加强沟通交流、深入联谊交友的方式，向他

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让他们理解国家的政策，

从内心拥护党的领导，坚定 “四个自信”，愿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在此过程中，统战工作人员要深入新媒体代表性人士群体，深度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尽量

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继而制定有针对性、时效性的工作举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当前的形势，从公安机关侦办的雇佣 “网红” “大 Ｖ”等实

施的网络犯罪中吸取教训，在强化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的法治引导上下足功夫，防范他们中的部分

人沦为 “网络犯罪者”。

（三）坚持多元包容与有效管控相结合，让互联网真正成为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利器”

包容和合不仅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要求和体现，也是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当下，统战工

作对象多、范围广，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画出最大的同心

圆。统战对象大多是文化层次高、社会联系广、在专业领域有一定造诣的 “精英”，他们各自有着

独到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价值主张，我们要充分尊重这一现实。与此同时，我们也需注意，统一

战线团结的对象，有的也是西方敌对势力、国内反动势力争夺的对象。公安机关侦办 “网络水军”

案件也发现，一些属于统战对象的知名媒体记者，亦被不法分子通过利益诱饵拉入其团体，实施

犯罪活动。

所以，在工作中，我们既要放手工作，充分信任，又不能麻痹大意、放松警惕。互联网不是

法外之地，在开展网络统战过程中也要联合公安、国安等相关部门加强网络管控，对统战对象的

不当思想和言论积极引导，确保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营造大团结大联合的

生动局面。

（四）提升统战工作人员的素质技能，建设一支适合网络统战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队伍

人是生产力三要素中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源状况直接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囿于历史地缘等因

素，云南统战领域人员 “互联网能力”不高是当前工作的突出 “短板”。对此，我们需要在以下

三方面做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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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树立正确的网络统战 “人才观”。网络统战对人才的要求并非仅局限于用互联网统计数

据、发送信息，而是需要工作人员具备与时代相适应的互联网思维和理念。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三点：一要熟练掌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二要有很强的保密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三要按照互联网

的深层规律开展工作。因此，应该依据相关要求，探索建立完备的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储备一支

精良的统战领域互联网人才队伍。

二要严把网络统战 “人才观”。在公务员招录、人才引进方面，统战部门要结合网络统战的实

际制定有针对性的条件，从 “源头”上引进一支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人才队伍。

三要强化现有人员培训培养。我们可以通过分类分批强化培训、外送学习、选派到互联网行

业挂职锻炼等方式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甚至可以根据实际和工作需要，联合高校、社科机构，设

立培训中心等。

（五）建立健全网络统战工作机制

一是通过开发系统，强化技术支撑，建立高效安全的信息传送渠道。利用互联网开展统战工

作是网络统战的基本要求和基础，在信息安全外在风险高、威胁大的情况下，有必要投入必需资

金，开发便捷高效而又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作为开展网络统战的技术支撑。强化对统战公开网

页、客户端的信息传输管控。

二是构建统战部门与公安、国安、工信、市场监管、民族、宗教部门等的协同工作机制，有

效规避因网络统战可能造成的网络安全隐患。同时要加强统战内容建设，推出系列统战对象喜闻

乐见的统战宣传形式，助推党的政策在统战对象中落地见效。

三是构建宽松包容的网络对话体系。动态调整完善网络统战对象名单，坚持线上互动与线下

沟通并进。在敏感问题上积极主动发声，一方面包容异质思维和多方观点，另一方面强化思想引

领和舆论引导，建设一个网络统战对象乐于接受、愿意参与、共同发力的网络统战新环境。

责任编辑：念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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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哲学审视

李慧敏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５２）

摘　要：基于经典作家统一战线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
思想，明确统一战线在网络安全治理中仍然是一个法宝。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理性

分析当前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现状，承认网络人士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网

络统战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时间、空间、人物、事件四个维度阐释新时代如何鼓励和引

导网络人士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明确新时代创新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有利于推动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哲学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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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就像邓小平所说的，在新的历史时期

“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①。

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实质在于一个共同目标的指引，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积极应对网

络安全问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切实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实现

网络社会最广泛的团结与民主，其具体任务就是争取民心，凝聚虚拟力量转化为现实力量。

一、经典作家统一战线理论对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是创立统一战线理论的第一人。从 《共产党宣言》到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

章程》，从 《关于波兰的演说》到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都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相关理论，其

对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一）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源头

关于 “统一战线”的表述，最早是恩格斯提出的。“虔诚主义终究会感到，在同宗教黑暗

势力进行斗争的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结成统一战线。”②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运用

“联合”“联盟”“同盟”等词语来解释统一战线。《共产党宣言》和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中所采用的是 “联合”，如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③；“以往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所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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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的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

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①。具有各自特殊性的工人阶级能够联合起来还在于其基于共同的现实

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革命的对象。《关于波兰的演说》中所提到的是 “联盟”，“既然各国工

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

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②。《民主的泛斯拉夫

主义》中采用的是 “同盟”，提出建立一个各民族能够实现平等的联邦，“不顾各族人民的历史

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而硬要把它们联合起来建立各族人民普遍的兄弟同盟”③，但是 “不能因联

合而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评态度的权利”④。这为明确网络

人士统战工作目标提供了理论上的方向性指导。

（二）关于统一战线的内涵

统一战线的内涵就在于建立联盟或自由人联合体，发挥其根本职能———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实现大团结、大联合。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称为 “自由人联合体”，是超越于资

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新的社会形态，是能够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人

人向往的社会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理论，是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

关系予以科学预判与描述。自由人联合体体现了马克思等人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终极关怀。从

社会发展层次看，自由人联合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建设追求。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为开展网

络人士统战工作确立了新的目标，为网络社会的共生性发展提供了力量源泉，对明晰当前网络

安全问题等具体网络社会问题发挥着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自由人联合体是网络人士统战工作

未来发展的必然方向。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

启示

　　习近平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践者和创新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

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从变化了的国内外环

境出发，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统一战线的实际情况出发，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是否需

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为网络治理的

与时俱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统一战线存在的必然性

新时代是否需要统一战线？根据习近平的 《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

一文可知，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统一战线的存在不在于其外在的表现，是

否好看、是否好听，而是在于统一战线存在的价值，是否有用、有多大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是否能够凝聚最广泛的力量；是否能够

形成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

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联盟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史上第一部党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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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第一次在统一战线的性质中融入 “致力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团结统一战线成

员的最大公约数和共同思想基础，“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共同致力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由此，广大统一战线成员能够充分认识到肩负的重要职责和使命，

能够做到坚定政治信念，坚持前进方向，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这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综上，统一战线存在的必然性就在于实现

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

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②。基于以上，在作为统一战线新领域的网络空间，积极开展网络人士统

战工作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价值性。

（二）统战工作存在的特殊性

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可知，统战工作在

于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为旗帜，在大团结大联合中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体现了

统战工作的特殊性。

１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根据习近平在 《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中所指出的，统战工作是做

人的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和理解做人的工作是一项什么工作。第一，从量上来认识

和理解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就是凝聚人心，不断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这就意味着，统一战

线联系广泛、人才集聚、智力密集，实现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成员来自于各方面，如民

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地区、海外等，达数亿之多。统战做人

的工作就在于交朋友多不多、交朋友的面要广。和党外人士接触、谈心，给予他们的帮助要达

到一定的量。第二，从质上认识和理解做人工作。统一战线成员基于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大团结大联合，这就意味着，不能把党外人士当成个人

资源，同党外人士交朋友，私谊要服从公谊，要出于公心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

统战做人的工作要用交的朋友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来评判，这样才能保证朋友越多越好，特

别是能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第三，从度的角度把握统战做人的工作。统战工作中

交朋友要把握好一个度，做到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出功夫菜。讲

尊重、讲平等、讲诚恳，不随意伤害对方自尊心，不以势压人。因此，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

治理网络安全问题时要能够清楚统战对象具体从事什么内容的工作，从而使工作更具针对性和

实效性。

２统战工作是艺术性工作

通过习近平多次在统战工作相关会议的讲话可知，统战工作是服务于党的特殊群众的工作，

必然采用特殊的工作方式方法，体现出统战工作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这一重要特征。统战工作的艺

术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掌握好统战工作中的宽与窄、多与少、深与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实施大团结大联合这一统一战线的主题的过程中，做到团结联合的面宜宽不宜窄，团结联合的

人宜多不宜少，团结联合的程度宜深不宜浅。第二，新形势下统战工作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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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掌握统一战线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坚持客观原则、讲究艺术方法，善于联谊交友，不能

偏向任何一端。“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

一战线”。① 基于此，以适合于网络统战工作的艺术性方式方法，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基本政治原

则下，有效处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画好统一战线的同心圆、网上网下同心圆，努力建构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关于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是对马克思 “自由人联合体”的继

承和发展，是符合新时代发展的全新理论。由此，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就要具有鲜明的整体性

思维及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基于底线思维的创新性开放式思维。以适应新时代、网络信息化和

统战发展新形式的工作方式方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廉洁自律，开创网络统一

战线新模式。

三、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现状分析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与飞跃，实现了对传统统战工作

的传承与超越。

（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适合内容的形式，

对内容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也不例外，要充分运用新媒体的多样化的途

径和方法联合网络人士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和发展网络社会的统一战线。如建立微信统

战，并设立各个区域的统一战线公众号形成统战矩阵 。还可以建立统一战线客户端，例如，由大

连市委统战部开发的 “ｅ连心”客户端②，它是大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统战工作的平台。以

团结、引导、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内容，通过搭建教育培训、联谊交友、政治参与、作用发

挥、舆论宣传五大工作平台的形式，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沟通。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贯穿

于统战工作的始终，从最初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随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再到

新的基本适合，网络统战工作正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实现否定之否定的创新发展。开展网络人士统

战工作中要注重事物的内容，反对形式主义；积极利用合适的形式去促进统一战线内容的发展。

根据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特点，“ｅ连心”客户端设立了即时报、微慕课、ｅ舞台、听你说、有活动、

比比看、问我吧、加入我等栏目，在发布统一战线资讯方面注意时效性，为新社会阶层人士 “亮

身份、树形象、比贡献”搭建网络舞台，开展网上建言献策活动等，在线主动释疑解惑，纠正错

误观点，有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本质与现象的统一性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反映人认识事物的水平与深度。

人首先通过感觉器官对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即现象形成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上，人通过理

性思维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根本性质即事物的本质。这就意味着现象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

本质总是通过现象表现自己的存在。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也必然遵循着这一认识发展规律。开

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从网络空间启动开始直至现在从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循序渐进地

有序进行着。把线下的统战工作以多样化的符号形式及时转移到线上，以便网络人士通过各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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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途径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共话统战，进行理论研究、经验交流、思想碰撞、对具体现实问题建

言献策并达成线上共识，推动线下转化为实际有效行动。基于线上平台，时时关注与观察，时时

监督与督促，记录和分析大量的网络统战工作出现的新现象，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准确区分真

象和假象，透过现象认识和把握本质，进而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分析方法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断深化对网络统战工作的理性认知。

（三）现实与可能的统一性

现实与可能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的一对范畴。“现实”反映事物的现

在，是当下相互联系并客观存在的事物的综合，标志着事物的当前状况；“可能”是反映事物潜在

的趋势，标志着事物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主客观条件成熟，可能就会转化为现实。发展就是现

实与可能相互转化的过程。开放的网络空间为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提供了诸多的可能性。目前

在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统战主体正力求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优势，通过大数据等先进分

析手段，寻找一切具有可能性的信息因素和信息中介，基于现实与可能的辩证统一关系，对网络

统战工作现实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评估评价，与此同时对统战工作未来发展趋势开展深入分析。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要立足现实，对网络人士中一切存在的可能性作出全面的分析和预判；另一

方面着眼长远，防止不良因素产生和发展的可能变为现实，同时善于创造条件，重视和发挥好一

切先进性手段和积极因素的作用，促使好的可能获得实现，正确处理网络人士之间、网络人士与

其他网络主体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实现网络空间内的大联合大团结。

同时应看到，当前在开展具体的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时还存在忽略内容、夸大形式的现象，需

要透过这种现象发现问题的本质所在。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大力度对网络统战工作新现象进行大

量观察与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总结网络统战工作规律。目前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还缺乏对网

络安全问题的深入研讨和有的放矢的深入解决，需要通过不断变革和激发创新，促进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的构建。

四、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与使命

引导网络人士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是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在新时代、新空间、新问题中，树立并不断加强主体责任感和使

命感，需要从以下四个维度着力。

（一）时间维度—新时代—时代特征

新时代是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确认和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的时间维

度和时间范畴。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深入认识新时代，跟上新时代，切实更新观念，崇尚实干，

增强本领，转变作风，是网络人士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的时代要求。新时代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的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性需要，还有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在网络空

间中，后两种需要更为突出、更为明显。这就意味着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着重满足统战对象在

网络虚拟社会中的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常态化关注和观察网络舆论新现象和网络价值观念

的差异性与多元化，充分利用各种网络符号形式引导和搭建网络虚拟主体之间积极健康的新联系，

第一时间了解人民在网络空间中的新变化、新需要。除此之外，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

网络人士毫无例外地肩负着这一伟大使命，在网络空间中，网络人士之间，以及网络人士与其他

网络主体之间建立起若干弱联系，并逐步转化为强联系，由此促进资源和社会整合，为网络安全

问题、精准扶贫、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提供智慧与方案。通过网络空间这一新空间实现新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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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强大起来。

（二）空间维度—网络空间—信息中介

网络空间的产生与存在，是在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确认和行使主体责

任与使命的空间维度，是网络人士之间以及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建立千丝万缕的普遍

联系的信息中介，同时也为开展网络统战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优势资源。网络空间边界的模糊性

以及网络的无限开放性，促进网络社会虚拟关系不断地重组，一方面突出着网络主体个体的个

性化和社群化，另一方面又突显着网络人士之间以及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的深度关联

性和相互依赖性，以及各主体间共享关系的存在。这对网络社会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是有利的因素和条件，与此同时又充分证明着其存在的必然性。在这

一良性发展的网络空间文化氛围中，网络人士会愈加明确和积极行使其主体的责任与使命。网

络空间的持续性存在见证着网络人士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根本转变，由此，网络人士的责任与

使命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在网络空间这一共享空间中，充分利用资源共享关

系不断开拓和接触新的未知领域，寻找一切可能性，积极促进一切有益的可能性因素转化为现

实性因素，在包容与整合差异过程中不断实现超越与完善，逐渐推动网络统战工作迈向新的

阶段。

（三）人物维度—网络人士—新型主体

网络人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重要成员，是统一战线中新时代的新型主体，是网络人士

统战工作中明确和行使主体责任与使命的人物维度。各级统战部门由线下工作拓展到线上工作，

要经常了解统战工作在网络中落实的情况，做到线下工作和线上工作相结合，充分利用网络的优

势作用，开展广泛而有效的统战工作。充分调动网络意见领袖、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红人等网

络人士群体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里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保证网络安全。因

网络人士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殊性，必然在其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如何保证网络统一战线沿着正

确方向发展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有效发挥网络人士的正面力量是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重

要方面。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需要推动具有差异性的人与人之

间实现对立统一。网络人士之间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矛盾是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存在的基本矛盾，

网络统战工作要致力于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形成服务大局的思想和意识，把握住网络社会

中矛盾的发展变化规律，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网络社会力量，凝聚其思想，让网络人

士与其他网络主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以 “求同存异”的方式，在虚拟社会关系中

形成合力和凝聚力，实现最大公约数，众志成城。

（四）事件维度—网络安全—特殊客体

新时代针对网络空间的不同情况，如何联合网络人士中一切可以团结的虚拟力量共同面对

和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考察和见证网络人士行使新时代责任与

使命的事件维度和特殊客体。统一战线既是治理网络安全问题的重要法宝，也是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法宝。习近平同志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网络安全是整个

网络社会主体的共同责任，必须成为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实现全国网络安全 “整体一盘

棋”。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失信、网络谣言、网络攻击、网络恐怖等网络安全

问题日益凸显，侵犯个人隐私和企业秘密，窃取个人和企业信息，诈骗电子货币等影响网络公

共安全的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涉及到网络社会各个领域的综合安全，具有隐蔽性、风

险性和传播性。网络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每一个网络人士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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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利益。只有保护好每一个网络主体的安全，才能构筑起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维护网络安全

是整个网络社会包括网络人士在内的共同责任，需要广泛动员各方面网络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共同构筑网络安全观，有效防范和抵御网络安全风险，这是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不容忽视的

责任与使命。

五、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的新作为

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突出特点在于 “新”，它是一个新领域、新阵地。这要求统战工作者在

网络空间中开创性地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深入思考如何在网络空间中实现联合、团结，如何

不断研究新情况、采取有效方法，解决网络人士统战工作中产生的新问题，从而不断推动网络人

士自觉提升哲学、信息、道德、法律等多方面网络信息素养，自觉有效抑制各种网络非理性的冲

动，自觉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为互联网新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不断增强网络统战工

作的实效性，推动网络安全工作有效进行。

（一）新思想开启网络统战新作为

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要认真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思想

清晰辨别和客观判断网络统战工作中的主体和客体，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明晰新征程、新思路、

新出路和新作为。网络社会主要矛盾是网络统战工作的重点方向，是网络统一战线存在的必然性

根源。网络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统一战线思想也随之深入发展。网络社会内网络人士的进一

步联合和团结，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循序渐进地阶段式明晰网络统战工

作中存在的主体和客体的本质和特点，深入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辩证关系，逐渐揭示和总结存在

于网络社会和统战工作中的客观规律，才能在网络统战工作中做出新作为、开启新征程，建构新

时代网络统一战线新思想。

（二）共建网络统战文化新阵地

网络空间已成为网络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的新阵地。网络空间舆论导向工作是重中

之重。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积极参与网络统战文化新阵地的建设，是开展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统战文化是网络统一战线的灵魂。在调动一切网络积极因素，努力化网络

消极因素为网络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中，网络人士能够发

挥潜在的无形的巨大影响力。网络统战文化的构建需要长期投入，网络统战文化是在网络人士

统战工作创新性实践中积淀而成。网络统战文化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广泛传播，发

挥其协调、统筹各种网络虚拟关系和营造网络和谐氛围的功能。要基于网络空间共同利益和目

的实现大联合大团结，加快占领网络舆论宣传新阵地，牢牢守住和建设好网络统战文化主阵地；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共同构建富有正能量的网络统战文化

新阵地，在网络统战文化无形力量的作用下，不断增强网络人士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高网络人士的舆论导向意识和网络安全观，时刻观察与注意网络安全

因素的一切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变化的程度，共建网络安全屏障，净化网络风气，弘扬网络社会

正能量，共享网络统战文明。

（三）开展启蒙式网络统战对话

共建网络统战文化新阵地，还在于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之间、网络人士与其他网络主体之间

的常态化的对话与交流，建立互信，实现内心真正认同彼此。启蒙式网络对话，目的在于使网络

人士实现在思想意识层面从不成熟不断走向成熟，虚拟实践行为从自发到自觉的有效转变，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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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肩负的新时代的责任与使命，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中网络人士的资源优势，以更新颖的视角和

方式，为新时代的新问题群策群力。基于网络人士善于运用各种网络媒体工具的优势，通过 ＱＱ、

微信 （朋友圈、公众号）、微博等自媒体形式建立与其他网络主体的经常性沟通联系渠道，做好顶

层设计，每个时期、每个阶段围绕新时代新问题提出网络对话的具体目标。如以网络问政、网络

参政、网络反腐等活动为载体，抓住一切可能性，引导网络人士发表网络民主意见，减少不必要

的网络社会内的矛盾，以沉着冷静、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策略减少决策上的失误。在对

话过程中注重发挥情感的作用，做到理与情感相融合，通过情感的作用深化统战对象对网络统战

工作的认识。

（四）网络人士自我解放与创新性作为

鼓励和引导网络人士的自我解放与创新性作为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键所在。而网络人士

的自我变革与解放是统战工作实现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网络人士的创新性作为是其实现自我解放

的必然结果。建立网络统一战线的目标并不只是实现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而是由此推动建

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实现网络人士自我变革和解放的

动力。网络空间的无限性激发了网络人士的无限欲望，帮助和引导网络人士通过自我斗争从欲望

中克服自身的贪婪与对虚拟现实的迷恋，从而实现自身解放，是在网络空间中有效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的关键所在。在网络上建立网络治理主体人才数据库，形成系统的智囊团和网络综合治理体

系。要充分认识到现实存在的统一战线 “五大关系”转移到网络空间的同时积极构建各主体间的

共享关系，接受和肯定差异性的同时包容多样性的发展，形成大联盟或自由人联合体，以创新性

合作模式和审美模式，时刻准备为解决新时代新问题精准出谋划策，为网络大统战格局的建立打

下良好基础，使网络统战工作稳定有序地开展，让网络社会充满活力、健康美丽，更好地实现可

持续发展。

责任编辑：念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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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非公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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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经济与新的社会阶层

辩证统一是 “新型政商关系”
与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

王　?

（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５１）

摘　要：辩证统一是亲清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关系的核心。处理好 “新型政商

关系”与 “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构建

“新型政商关系”意义重大。“亲”与 “清”是辩证统一关系，“亲”与 “清”既有对立因素也互

相统一；“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 “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辩证统一关系，有对立因素，更

互相统一；“新型政商关系”与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有对立的一面，更是统一关

系，其核心是辩证统一。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康”；新型政商关系；辩证统一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２－０５

一段时间，政商关系如何处理，成为困扰着不少民营企业家和党政干部的一道难题，也成为

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政商关系正朝着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但是，受体制机制、

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能力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商关系仍然有不少问题

待解决。我们认为，处理好 “新型政商关系”与 “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对

于促进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构建 “新型政商关系”意义重大。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两者之间主要呈现正相关。辩证统

一是 “新型政商关系”与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

一、“亲”与 “清”是辩证统一关系

“亲”“清”现在专指新型政商关系。这个新概念是２０１６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民建、工

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 “就是

‘亲’‘清’两个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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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与 “清”有对立因素

《辞海》对 “对立”给予的释义是：“矛盾双方的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趋向。任何事物都是

对立的统一。”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

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

过程。”②

“亲”与 “清”的关系有对立关系这一面。“亲”与 “清”关系对立方面的表现就是：“亲”

与 “清”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互相否定的趋向，如果把握不好 “亲”的度，“亲”有可能变成

亲热、亲昵甚至不辨是非的官商勾结。当然，如果掌控不好 “清”的度，“清”也有可能演变为

清淡、清冷甚至爱搭不理的官僚主义，政商关系的 “亲” “清”就只剩下 “清”而没有 “亲”

了。现实社会里，悲观主义者往往夸大 “亲”与 “清”关系的对立程度，常常得出 “要么 ‘亲’，

要么 ‘清’”“二者必居其一”这样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武断地认为 “亲”与 “清”势不两

立，“亲”了就 “清”不了，“清”了就 “亲”不了。

其实，“亲”与 “清”之间的对立关系是个客观存在，这一点必须承认，不过不能因此陷入

非此即彼的主观主义之 “坑”，即夸大 “清”与 “亲”的对立性，过分强调 “亲” “清”之间的

对立关系。应该 “一方面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另一方面要坚持

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

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③。从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政商关系中 “亲”与 “清”

的对立关系。

（二）“亲”与 “清”互相统一

“亲”与 “清”两者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亲”与 “清”之间还有互相统一这一面。“政”和

“商”是辩证统一关系，“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商”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政商关系能否亲清，

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方在 “政”。作为矛盾主要方面的 “政”（“政”的代表是公职人员）在始终保

有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情况下，是能够做到在 “清”的同时还能 “亲”的。领导干部的 “清”

就是他们在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打交道时没有贪心私心，没有以权谋私，不搞权钱交易。当然，

要求公职人员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打交道时要守住底线，并不意味着公职人员可以对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不理不睬，可以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正当要求不闻不问。相反，要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的权益给予保护，要靠前服务、积极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经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遇到

困难与问题时更应该如此。当然，“政”在 “亲”的同时也能保持 “清”。简言之，从 “政”这

一方面来说，“亲”“清”是统一的。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起 “主导作用”的是 “政”，起 “重要作用”的是 “商” （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或曰民营企业家）。作为先富起来的这个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应能够在遵纪守法，在弘

扬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情况下，做到 “清”的同时还能与公职人员保持 “亲”的关系。做到这一点

其实也不容易，有些民营企业家在与政府打交道时能够 “遵纪守法”、踏踏实实做事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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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但在主动与党和政府沟通交流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其实这也是有碍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

反之，这个群体同样可以做到 “亲”的同时，还能与公职人员保持 “清”的关系。一句话，从

“商”这个角度而言，“亲”“清”也是统一的。

目前，党和国家对亲清政商关系构建的要求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

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到了 “政策体系”这个层面，明确要 “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

系”。① 因此，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过程中，要给予 “亲”与 “清”辩证统一关系以新的认识，尊

重客观规律。既要看到 “亲”与 “清”互相统一的一面，也不能忽视 “亲”与 “清”还呈现着

对立的另一面，只有如此，才能更快地 “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

二、“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 “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辩证统一关系

１９９６年１月，王兆国同志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概念。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第１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首次被提出。

２０１５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

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不仅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两个健康”概念由此提出，“非

公经济健康发展”与 “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关系问题引人关注。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我们既要看

到事物间的普遍联系，还要看到事物间的区别，通过事物间的区别与联系的有机统一来实现两者

间的和谐发展。

（一）“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 “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同步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同步。这种不同步表现如下：

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民营企业整体上处于健康发展状态。但是，在这一个时期，

常常会有一些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等诸项事业发展顺利的同时，民营企业家本人却未能同步。事

实上，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时期，反而是一些 “好大喜功”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容易迷失自我

的时期，此所谓 “盈满则亏”，这与中国传统上盛赞 “花未全开月半圆”的心态有关，就是要谨

防因功业大成而松懈。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一些非公企业反而没能同步健康

发展。在 “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方面，在 “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等方面，一些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得很好，也因此获得党和国家的各种奖励，得到各种荣誉，也受到社会舆论

的赞扬与人民群众的肯定，这些也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标志。但是，如果这些民营企

业家因此痴迷、沉醉于各种荣誉，长此以往就会疏于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加上企业 “创新”意识

不强，对提升产品 “品质”专注不够，企业很容易出现后继乏力的现象，严重的甚至直接步向

衰落。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之间存在的矛盾表明：物质与精神、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不总是同步。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的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也并不必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有时候不同步。为此，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过

程中，各级党的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响应 “光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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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公益”活动，但是要量力而行，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将 “获取利益”与 “回报社

会”结合起来。

（二）“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 “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互相统一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统一关系，其表现有二。一是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带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意味着非公经济重要

组成部分的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所谓 “健康发展”，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做

好环境保护、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搞好产业规划、保持政商关系 “亲” “清”等工作，并保持企

业的稳健发展。有健康发展着的企业为依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就能从企业利润里拿出一部分用

于扩大再生产，另外再拿出一部分用于各项 “公益事业”。如此一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能够健康

成长。二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重视精

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这种 “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党强调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

‘钙’，强调 ‘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①。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精神层面上的思想、心理能够健康成长，必然对受其主导、影响的物质层面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怎么才算 “健康成长”？目前尚没有成熟完善的评价标准体系。２０１７年９

月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

业家作用的意见》，要求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弘扬 “中国企业家精神”，即 “爱国敬业遵纪守

法艰苦奋斗、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② 由此，符合 “中国企

业家精神”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基本上可视为 “健康成长”。

正确认识 “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 “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之间的辩证关系，能让我们在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康”过程中，更加全面、发展、系统地而不是孤

立、分散、片面地看问题与处理问题，将 “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与 “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以

及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通盘考虑，一揽子解决。

三、“新型政商关系”与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是辩证统一

“新型政商关系”与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是辩证统一。但是，“新型政

商关系”与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关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统一关系，而非对立关系。

就统一方面来说，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必然带来 “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与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新型政商关系意味着公职人员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分别做到了

“亲”“清”，意味着公职人员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往是在依法依规依纪情况下进行的，“新型

政商关系”与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间的关系：政商关系更亲清，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

康”更扎实。反过来，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康”又加速了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因为，“两个

健康”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 “健康”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成长是 “健康”的，进而也

意味着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组成的 “商”的成长是 “健康”的。加之，“两个健康”能得以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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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其最大推动者是党和政府及其执行者公职人员 （“政”）。如此，“政”与 “商”必然亲清，

亲清与 “两个健康”形成良性循环。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既重务实，又善务虚”。因为 “务实”与

“务虚”“两者可谓并蒂之花、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于全部领导活动之中。务实是务虚的出发点和

归宿，务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务实；而务虚是务实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做好务虚，务实就如

同无头苍蝇，只能盲目瞎转”。① “新型政商关系”构建、“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一即 “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皆属于 “务虚”，只有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属于 “务实”。将

“务虚”与 “务实”结合起来，也就处理好了 “新型政商关系”与 “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之

间的统一关系。

总之，正确处理好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康”与新型政商关系这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目的是

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康”，加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

“两个健康”，需要各级党委重视并切实将党的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落到实处，将 “一手

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工作做细做实。加速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策体系，最主要的是要

遵循习总书记提出的处理政商关系时要保持亲清关系的要求，摈弃非此即彼的主观主义思想，增

强辩证思维能力，把握 “亲”与 “清”的度。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以来，广东、浙江、安徽等十多

个省份陆续出台了相关文件，形成政策体系并开始严格实施。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４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又颁发了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从建立规范化机制化

政企沟通渠道；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制；创新民营企业服务模式；建立政府诚信履约机制

等四个方面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等。② 所有这些，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经济

“两个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念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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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情况分析

张海霞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３０）

摘　要：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和尺度。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参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政治生活

的健康发展。考察广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实际，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

主要路径，参与机制、参与动机、参与渠道、参与水平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要从教育

引导、畅通参与渠道、组织起来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广州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３７－０８

公民政治参与一直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和尺度，是现代民主政治最主要的

特征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对国家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据统计，当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总体规模约为７２００万人，其中党外人士占
比为９５５％，约６９００万人。①全国二分之一左右的技术专利都在他们手中，他们掌管着国家１０万
亿元左右的资本，国家税收总额三分之一的功劳归于他们。②

随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经济力量的提升，其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形成了新的

政治参与群体，不同程度地对政府决策产生了影响，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受到

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２０１５年颁布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首次把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列为统战工作对象。２０１７年２月，历史上第一次以 “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为唯一主题的高层次全国性会议在北京召开；同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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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高度重视，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工作提供了政治保障和政策支持，如何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新形势下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为了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路径及其现状，更好地提出对策，课题组立足于广州开展

广泛调研，了解市、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工作的开展情况，并重点走访天河、花都、白云、

海珠等地，调研了羊城ｅ家、“自雇自足”实验室、创投小镇、同声共振联盟、同心圆工作室等，

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座谈研讨，同时调研了深圳、珠海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深圳美年广

场文化产业园、珠海乐士文化区等重点创新实践基地，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深度访谈。

一、新的社会阶层相关概念

（一）新的社会阶层

所谓新的社会阶层，是指我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经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和阶级变化、

阶层重组中逐步发育成长起来的具有相当数量的人所组成的一种特殊阶层。① 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

的表述，“新的社会阶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阶层的概括和统称，相对于原有的社会阶

层而将其称为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提法，是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结构新变

化作出的科学论断。②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

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

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

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③ 这次讲话不仅正式提出 “新的社会阶层”一词，还

指出了该群体的职业范围、出现背景、流动变化特质，并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属性进行了阐述，

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包括上述六类人。

２０１５年５月，中共中央颁布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将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时作为十二类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和对象之一，并对新社会阶层作出了新

的权威界定。自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范围发生了新变化，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

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及新媒体从业人员四大类群体构成了新的社会

阶层。

纵观１０年来党和政府界定的新社会阶层的概念和内涵，其涵盖的范围是有所不同的，由于群

体构成、职业特征、作用发挥等方面的差异性，新的社会阶层由六类人变成了四大群体，以知识

分子为主，原先所讲的 “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已不再称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而是纳

入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范畴。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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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式和规则以及公共政策的政治行为。”① 政治参与包括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有序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或公民团体在遵循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民主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自主、理

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② 新的

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是指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通过在现有政治制度和法律框架提供的政治

舞台上发表意见、建议，参加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的政治行为。③ 也就是

说，有序政治参与是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参政，属于理性行为。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历程

新的社会阶层产生于改革开放后，在政治上，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在我

国已有的政治体系中有自己确定的地位和参政渠道。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意识伴随着所有制结

构的调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自身发展，呈不断增强的趋势，

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总的来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四个发展阶段。

（一）阶段一：政治参与冷漠期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８年，可以说是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冷漠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在党的政策的鼓励下，新的社会阶层出现。１９８１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

充”，肯定了个体经济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此时，个体户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主角。时隔六

年，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使用了 “私营经济”的概念，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所有制结构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

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随后，个体

经济、私营经济迅速得到发展。相应地，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也快速增长，他们的快速发展，为

国家减轻了就业压力，为社会提供了服务和便利。此时，他们迫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大部分精

力集中于经济活动中，整个群体呈现参政意识淡薄的状况，而且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党和

政府有关政策尚未明确，私营企业主又面临 “姓资姓社”的困境，他们整体经济实力不强，自身

整体素质不高，地理位置分散，大多数属于养家糊口的状态，一心扑在经营上，基本上没有政治

参与意识、能力和条件，更谈不上政治参与的要求。简而言之，这个阶段的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

总体上表现得相对冷漠。

（二）阶段二：政治参与无序期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１年，可以说是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无序期。１９８８年可谓私营经济的黄金

之年，这一年，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第一次获得宪法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

“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

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私营企业开始

走上合法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工人、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干部、教学科研人员等纷纷下海经

商，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群体迅速扩大，为了巩固和提升自身的经济、社会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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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他们开始寻求表达诉求的政治舞台。但是，这个阶段尚缺乏特定的政治渠道加以容纳和疏

导，而且体制机制都相对滞后，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普遍处于无序状态。

（三）阶段三：政治参与步入正轨期

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１年，可以说是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步入正轨阶段。１９９１年７月，中共中央

下发了中发 ［１９９１］１５号文件补充阐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并指明了团结、帮助、引导、教

育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对策。按照中央１５号文件的精神，统战部门和工商联及

时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纳入统一战线工作范围，并建立了一支代表人士队伍，在加强其思想政治

工作和提升素质的同时对其作出适当的政治安排。２００１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

周年讲话中肯定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地位，表明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且允许他

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入党，这极大地激发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热情，这一时期，新的社会

阶层政治参与开始步入正轨期。

（四）阶段四：政治参与活跃期

２００２年至今，可以说是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活跃期。党的十六大后，新的社会阶层面临

的 “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等困境统统破除，确定了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

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吸收他们参与政治，为其提供制度化的参政议政渠道。２００６年，第２０次全国统

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指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关注他们的利益诉

求，凝聚他们的聪明才智，扩大他们有序的政治参与。”随后颁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

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强调，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纳入党外代表人士

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鼓励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并明确指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２００８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登上了

两会的舞台，标志着整个政治体系确认了新崛起的社会群体的地位和影响力。２００２年至今，一系

列重要会议报告不仅对新的社会阶层的性质和作用作了肯定，而且对其获得的成绩加以褒奖，使

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热情日益高涨，呈蓬勃发展趋势，已经成为我国民

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

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有两种：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所谓制度性参与，

是指在现有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规范运作，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原则、取向、程序和行为

等已经取得政治系统的认可。非制度性参与，是指游离于政治框架之外，通过非正常手段，谋取

政治利益。从目前来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路径主要通过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五大路径。

一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各民主党派。“任何人只要是某一政党的成员，不管其是否参与了影响

政府的活动，参加政党这一事实本身即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① 目前，参加政党是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新的社会阶层在政治性组织中加入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建立的

党组织。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全国有１５８５万家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建立党组织，２６５万

个社会组织法人单位建立党组织。② 另外，也有不少优秀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通过加入民主党派实

现自己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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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最主要、最规范的一种政治参与方

式，就是通过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实现政治参与，以向大会提交议案、提案和书面意见的

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愿望。当前，党和国家正在不断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中的安排比例，加大在政府参事、特约人员中的安排力度，并且通过制定和完善具体政

策畅通体制内外的流动渠道，充分发挥代表人士的正向影响力，以带动一批人，影响一个行业。

以广州市为例，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全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有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４２６名，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１名，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７名。天河区重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党员
和代表人士的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推选产生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２０多名。

三是通过社会团体实现政治参与。目前，全国各地都有行业协会、商会和其他公益性的社会

团体，如律师可以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会计师可以通过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实现

政治参与。随着具有统战性、民间性、专业性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的遍地开花，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更加活跃。以广州为例，中共广州市委统战部依托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指

导推进本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积极搭建 “１＋４＋１１＋Ｎ”的工作架构，２０１６年９月广
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以下简称 “市新联会”）在全省率先成立，市新联会下设民营企

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

员四个专门委员会。广州全市１１个区均成立了新联会，针对不同专业种类人群，成立律师行业分
会、注册会计师行业分会、网络直播行业分会等若干分会。２０１７年８月，广州市率先实现４类群
体和１１个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全覆盖，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有了自己的 “家”，

这个 “家”不仅是联谊和活动的地方，更是代表这一群体发声的地方。这一群体通过社会组织，

议政建言，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服务。珠海市大胆创新，为培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

群，成立了珠海市香洲区新士界社会服务中心，这是广东省首个专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民

办非企业社会组织，为珠海市香洲区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组织依靠，畅通了其政治参与

渠道。

四是通过挂职锻炼实现政治参与。广州市天河区积极探索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到群团组织

挂职锻炼，为他们提供工作历练的平台，增进其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解，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

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近几年，广州天河区将政治素质好的代表人士安排到区党

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天河海外联谊会、欧美同学会天河分会等统战组织中任职，邀请代表人士列

席民主协商会。广州市花都区委统战部通过调研走访的形式，了解政府对挂职人员的需求及岗位

的提供情况，精准推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到各单位挂职。

五是通过新媒体平台实现政治参与。通过网络新媒体实现政治参与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要

的政治参与手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依赖性较强，习惯用网络连接社会。

他们喜欢通过网络了解党和政府决策、社会事务，也善于用网络表达自身的政治立场，凝聚网络

正能量。如花都区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就通过 “同声共振联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传媒互动基地

实现他们的政治参与，开辟了网上 “议政建言厅”，建立了一支２０多人的网络评论员队伍。“同声
共振联盟”由３２家从事网络文化信息服务的企业单位和个人组成，在区统战部支持和指导下，组
织开展新媒体交流联谊活动，联合开设针对企业、创业、就业的线上课程，推动新媒体人士和企

业从 “无序生长”到 “有序生长”。“同声共振联盟”的龙头企业包括花都早晨文化传媒公司、花

都创客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为花都１０多家政府部门提供微信公众号平台的搭建及运营服务。
联盟的企业和新媒体人士针对网络舆情及时发声，纠正网上不实信息，表达自己的意见，发挥了

维护网络安全的积极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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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总体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进行的，呈有序性发展趋势，但在实际的

政治参与实践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和自身政治素质的影响，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政治参与机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机制不完善

为适应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规模扩大的需要，民主政治要求政治体制不断改革和完善。针对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日益增强的政治参与诉求，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实施了许多措施，不

断完善政治诉求的表达机制。从宏观层面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以通过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

实现政治参与，如我国已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 （居民村民）自制度、信访制度等。但是，“体制内”政治参与渠

道尚未规范化、法治化和制度化，宏观制度发挥功效离不开中观微观制度的细化配套，比如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如何通过具体机制进入制度渠道进而开展政治参与。

（二）政治参与动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动机呈现功利性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社会一切活动的动因，政治活动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

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① 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

治参与意识萌发及动机形成最原始的动力，当他们从一种社会角色转变为另外一种社会角色时，他

们期望快速被社会重新认可。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获取政治资源，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

利益和要求，保护其经济利益，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政治参

与展示自身价值，抬高社会地位。总体来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目前在 “发展经济、壮大

实力、保障权利、维护安全”低层次徘徊，阶层意识较弱，出现了权利与责任不对等的状况。

（三）政治参与渠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

自古以来，“精英政治”是中国的传统，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方面，执政党也是实行

“精英吸纳”战略，也就是尽可能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精英群体、代表性人士，通过各种政治

和社会安排，吸纳到我国的政治体制内。现阶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渠道主要是通过

人大、政协、民主党派以及行业协会等途径实现。通过这些渠道进行政治参与的人士基本上是精

英人士，属于少数人，而且他们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成员等的比例也很低，难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利益诉求有效发声、代言，有些人士即使有参加政协、人大的机会，政治参

与也是颇具功利性，大部分是代表个人名望或某个企业和某个行业，处于个性参与层面，能以新

的社会阶层这个群体的名义参政议政的很少，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则缺少有效途径来反映他

们的呼声，政治参与渠道狭窄，政治参与强度不高。

（四）政治参与水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水平参差不齐

新的社会阶层由于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价值观念、原有职业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他们的

政治参与差异较大，参差不齐。中介行业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桥梁，中介组织中的律师群

体最为积极，他们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研究透彻，参政意识高，参政能力强，而其他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在这方面相对较弱，如自由职业人员，其中不少人对国家大政方针不关心、不了解，他们

更多关注自己的专业技术或者虽然关注但无法透彻地理解很多政治理念和政策过程，因此即使他

们获得了参与座谈会等参政活动的机会，也是难以谈到点子上，更多关注琐碎的细节问题而缺乏

整体思路；也有不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尚不稳定，客观上不得不首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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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本身的发展，没有太多的精力投入政治领域，对政治参与出现力不从心的状况；还有一些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想法颇多，但由于写作技巧欠缺及写作意识不足，很难将想法转换为调研报告或

社情民意信息等。由此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状况。以广州市为例，在最能体现各个群体政治参与状

况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有关人民团体成员的任职情况方面，中介行业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律

师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数又高于中介行业其他参政人数，呈现出不均衡状态。

五、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广泛，岗位流动更加频繁，人员构成复杂，缺少相对固定的联系，从

他们自身来说，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阶层意识，需要社会各方关注、齐心协力、诸多措施并举，

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

（一）完善相关制度，畅通参与渠道

完善的制度安排是实现政治参与有序化的保证，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应当通过一定的制度性

的渠道表达出来。

第一，挖掘现有的政治资源，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制度优势，不断拓宽新

的社会阶层成员参与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主渠道。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

本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另一方

面要扩大视野，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各专门委员会中新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数量和比例要

依法按章增加和优化，以议案、提案等方式开展建言献策，最好能在各级政协内专门增设新社会

阶层界别并保证一定的人数比例，为其政治参与提供更宽广的渠道和舞台。第二，将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纳入人才培养计划范畴，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吸纳，可以考虑通过培养、选拔、

推荐的方式，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优秀代表吸纳进去，加大选拔新

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担任领导干部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力度。第三，尝试建立沟通交流

机制。目前，通过与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座谈交流，不定期向其征求意见、建议，是普遍做法。

但是要使执政党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的交流机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还可以从两方面

着手。一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完善意见征询制度，通过定期组织民主恳谈会、座谈会、咨询会、

听证会的方式，让新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代表人士养成提意见习惯，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为新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提供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要规范设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

的工作流程：定时征集、分类交办、限期办理、及时反馈、跟踪督查，完善反馈机制，建立建言

献策 “闭合式”流程。第四，建立公共治理平台。积极推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特约人员、行

业监督员，邀请其列席党委和政府重要会议，帮助他们了解最新政策，发挥其自身特长，聘任他

们担任政府顾问，还可以安排新社会阶层中的新媒体代表人士列席两会等，推进政务公开，参与

社会管理。第五，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建立行业智库，发挥其自身优势，可以尝试集合本行业、

本单位的精品成果，采取委托、招标等形式，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咨询意见与解决方案，实现

其政治参与。

（二）加强教育引导，规范参与行为

阶层意识觉醒和成熟的标志是阶层有序政治参与，正确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有序政治参与的前提。

第一，要定期组织学习培训。通过干部培训学校或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形

成常态化、稳定化的培训机制。一方面，通过培训让他们了解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熟悉政治系统

认可的政治参与的渠道及相关程序；通过学习加深他们对国情的理解，引导他们客观冷静地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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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明确的阶层意识。目前各大省市都纷纷

实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三年培训计划。第二，要量体裁衣，定做培训方案。新社会阶层

人士组织化程度低、自由度大，管理比较松散，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政治意识等方面，四大

群体各不相同，而且差异很大，要使培训工作有的放矢、卓有成效，就应该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培训需求进行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形式，了解真实情况，量体裁衣，

分类施策，在此基础上形成培训方案。第三，要重点培育，树立标杆。目前，从实际情况看，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存在情况不明、底数不清、管理不精的状况，应运用现代科技建立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管理服务大数据平台，实行动态管理，在新的社会阶层中物色一批高素质、有代表性的

人物，建立档案，有意识地培育中坚力量，以骨干型代表人物的示范效应带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健康成长。第四，要开拓创新，创新培训方式。通过开展学术沙龙、国情调研和参观考察的方式，

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喜闻乐见的方式，举办研讨班、实践班、学习班，创新培训模式，帮助他们

不断增强理性参与政治意识、全局意识、担当意识、服务意识，引导他们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来思考问题，超越个人狭隘利益，提高政治参与水平。

（三）细化组织管理，提供组织依靠

第一，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处功能。目前，各大省市纷纷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

处，但有相当一部分处室的设立，流于形式，出现了几个处室一套人马的模式。为了完善组织管

理，应选好配齐干部队伍，专人负责，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反映意见建议，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第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鉴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职业

多样，又属于 “体制外”，联系和归宿的部门、组织多头，并且大多与政府部门及其相关单位没有

隶属关系的现状，着力构建 “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团体积极参加，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的社会化大统战工作格局尤为重要。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

会议制度纷纷建立，但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各部门相互协调，积极配合统战部完成的对新社会

阶层的调查摸底工作并不理想，新的社会阶层仍处于底数不清的状态，作为人才培养基地、选拔

考核平台、参政议政阵地以及群体活动载体的功能的联席会议制度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

做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工作，充分发挥其统战功能。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资源丰富的地方，

创建集利益表达、资源整合、诉求实现于一身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创建联谊会，一是发

挥政治引领作用，培养、推选更多优秀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二是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三是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四是搭建交流联谊的平台，为会员的事业

发展、个人幸福生活创造更好的条件。可以尝试构建 “叶脉式”工作网络，从 “主干”到 “末

梢”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开展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形成稳定的长效机制。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联谊组织承担 “主干”角色，各大行业分会承担 “支脉”角色，“主干” “支脉”齐头

并进，最后依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沙龙和新媒体平台打通 “末梢”。第四，支持社会化的社团组织

发展。目前，我国各类新的社会组织数量和种类快速增长，其具有为社会各相关利益群体表达意

愿诉求、协调相互关系、维护合法权益、参与公共事务、规范各自行为等功能。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在特定的环境下，能够快速地形成自足、自恰的组织方式，外在 “他组织”的 “强力”进入往

往效果不佳，所以要帮助这些社团组织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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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１〕１１号），２０１１年１１月

３日。

民族工作研究

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红河实践

孙桂琴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蒙自　６６１１９９）

摘　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关乎国家安全与稳定，关乎各民族的发展繁荣和幸福生活。党的
十八大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云南考察讲话的重要指示精神，红河州着力打造民族团结示范州，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１１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被国家民委命名
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认为红河州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实际、

富有边疆民族自治地方特色的创建路子，为云南省建设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作出了贡献，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要求进一步强化示范州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

创新民族团结方式，放大示范效应，形成更多制度性成果，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力争取得

更大成就。

关键词：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红河实践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４５－１０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历来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民族团结进步问题，

始终是促进国家繁荣富强、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石，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社会

长治久安的重大社会问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活动，是党中央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变

化，从党和国家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全局提出和要求的重大战略决策。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

度重视云南的民族工作，尤其是近年来，中央领导以及国家民委等有关部委曾多次深入云南民族

地区开展考察调研工作，对云南民族工作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 “云南经验”

“云南现象”“云南模式”的总结和概括。早在２０１１年５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
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了 “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

稳定的示范区”①的战略定位。

２０１１年９月９日，习近平同志对云南作出了 “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

荣稳定的示范区不懈奋斗”的重要批示。２０１５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再次强调：民
族团结进步 “仍然是云南民族工作的总任务”和 “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各

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红河州的民族工作是云南省民族工作的一个基本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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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也是全国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缩影。因此，红河州加速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州的意义重大。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尤其是关于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有关讲话精神，

为红河州做好民族工作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各项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是红河州加速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基本立足点。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加速推进创建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事关全州的改革发展大局，事关全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事关

边疆民族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福祉。

２０１２年以来，红河州委、州政府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尤其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牢牢抓住中央和云南

省委的重大发展战略部署，积极探索和努力推进全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的正确道路和发

展模式，全力开展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各项创建活动，使全州民族团结和谐进步事业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深入人心，４７４万人的全州各民族人民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而
不断地凝聚起加快推动全州经济社会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磅礴力量，谱写了新时代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发展的新成就和新篇章。

一、全力推进创建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各项实践活动

（一）不断完善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指导思想

早在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面对全州经济社会发展贫穷落后的局面和极为严峻的发展形势，州委、
州人民政府在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８日制定出台了 《关于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州的意

见》，并指出全州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就是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紧紧抓住桥头堡建设的战略机遇，全力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１８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州委和州人民政府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又制定出台了 《关于创

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实施意见》，在此实施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增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创建工作主题，紧紧抓住新时代的各种发展战略机遇，以共同

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凝心聚力搞建设，开拓进取促发展促跨越，以边疆发展繁荣促进边疆和谐稳

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为边疆繁荣稳定摸索新路、积累经验、做出示范的新目标和新

要求。

与此同时，州委州政府紧密结合由于自然、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经

济社会整体发育滞后，小康实现程度与全国、全省有较大差距；全州地处边疆、属原战区，多民

族聚居、多宗教并存、发展不平衡、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问题并存以及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交织

的基本州情特点，确定了全州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创建活动。这是新时代全州加强

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弘扬中

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优良传统，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有助于促进地方

经济的发展、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文化传承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

示范效应，有助于引导和激励全州各族人民群众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为实现全州各民族人民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增强各民族共同体意识

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同时，长期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指导和大力

支持下，历届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紧密结合全州民族工作实际，努力探索和不断

开拓创新民族团结稳定工作的新路，走出了一条独具红河特色和富有创造性的新路子，使全州民

族团结进步稳定工作得到了全方位的开展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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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确定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发展新目标

红河州是全国唯一以哈尼族彝族为主体民族的自治州，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又是贫困

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的民族自治州，在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经济发展方面具有示范

性作用。千百年来，红河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睦相处，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同舟共济，曾创

造了许多的 “云南第一”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
州成立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工作，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发展繁荣为主题，始终坚持把民族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始终将民族工作置于事关全州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局中常抓不懈，始终全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州委州政府团结带领全州各族人民，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有效途径，把中央和省委关于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与本地区民族工作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扶持发展力度。以推进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建设 “美丽家

园”、实施 “中国梦·红河路”行动计划，全力 “融入滇中、联动南北、开放发展”的发展战略

为载体，以整村、整乡、整族、连片大力推进综合扶贫开发为抓手，深入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边

疆繁荣稳定示范州”建设进程，使全州呈现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

边防巩固、各族人民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良好局面，全州更具发展活力、更加和谐稳定、更

加宜居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目标逐步显现。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和要求，示范州建设主要从１０个方面做出了示范，即各级领导示范、单位部门示范、行业
系统示范、农村农户示范、学校师生示范、城市社区示范、企业公司示范、部队军营示范、个人

群体示范、宗教活动场所示范等；实现了三大跨越，即经济发展实现跨越、社会事业进步实现跨

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跨越。

（三）砥砺推进和实施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新举措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州开展了示范创建第一轮 “十百千万”工程建设，推动了３年行动计
划，确立了 “４个１”工程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行动计划，即利用３年时间，具体实施了３个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县市、２０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１００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分别为３０个少数民族
特色村、５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６５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１０００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户。
２０１６年开始，在第一轮３年行动计划的示范点创建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推进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点的创建工作进程。到２０１８年末，全州的各项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同时各项工作均朝
着到２０２０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目标之时，把全州建设成为更加繁荣稳定、更具发展
活力、更加宜居生活的示范州的发展的新要求奋力前行。州委州政府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民族团

结示范区建设行动计划的要求，以抓好２区 （回族聚居区、行政接边地区）、３县 （元阳、红河、

屏边非边境３县）、１境 （南部边境一线）、１市 （城市民族工作）为重点，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与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州建设进程。因此，２０００年以来，州委州政府多次被国务院和国家民委、
省委省政府授予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荣誉称号，

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全省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比如，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７日，在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云南省委和红河州屏边苗族自治县委员会，共同荣获 “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还有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的李彩云同志、弥勒市西三镇蚂蚁

村委会的曾虎龙同志、金平县金水河镇普角村委会广西寨村小组的刘富珠同志，共同荣获 “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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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个海关、第一个电报局、第一条国际铁路 （滇越铁路）等。



二、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

（一）深入开展创建活动，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历届州委州政府始终把抓好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工作，摆在促进全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位，

在全省率先在不接边的非边境３个县，即元阳、红河、屏边县，实施了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

先行先试工作。比如，早在１９９９年，在蒙自草坝镇的十七村创建了全国第一个民族团结示范村，
并得到了国务院、国家民委和省民委的充分肯定和好评。为认真总结和推广红河州的工作经验，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２日—１５日，国家民委组织全国民委系统的主要领导同志，到红河州召开了民族团
结示范村现场会，有效探索了新时期红河州民族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同时，在个旧市的和平

小学、驻州解放军７７２９３部队、个旧市的沙甸电冶厂、建水县的东林寺社区、个旧市的妇幼保健
院等４２个试点开展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实现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各项工作，进农村、进

学校、进军营、进企业、进社区、进医院的 “６进”创建活动。到２０１８年，全州已创建民族团结
示范行政村３５８个，占全州１２８５个村委会和社区的２７８５％，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民族团结示范的

各项工作。经过多年来的创建活动，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各行各业、各个系统的领导同志都能够

高度重视民族团结稳定进步发展的各项工作，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列为每年对各级领导干部年度

工作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作为各级领导干部晋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由此，全州基本形成

了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够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顾大局、识大体，人人都讲民族团结进步、和谐

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力争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１全州经济发展不断推向新高度，经济总量快速提升。２０１３年，全州生产总值 （ＧＤＰ）首次

突破了１０００亿元大关。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全州生产总值分别达到了１１２７０７亿元和１２２２２８亿

元，分别增长 １００％和 １０２％。到 ２０１８年，全州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不断加速提升，达到了

１５９３７７亿元，比２０１５年的１２２２２８亿元，增加了３７１４９亿元，在全省１６个州市中的排名从第４
位上升到第３位，在全省８个民族自治州中居首位，在全国３０个民族自治州的排名中从第３位上

升为第２位 （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８年，全省１６个州市、全省８个民族自治州、全国３０个民族自治州

生产总值排名前４位的生产总值的具体排位情况 （单位：亿元）

全省生产总值排名前４位的州市及位次 昆明 （１位） 曲靖 （２位） 红河 （３位） 玉溪 （４位）

生产总值 ５２０６９０ ２０１３３６ １５９３７７ １４９３０４

全省８个民族自治州排名前４位的州及位次 红河 （１位） 大理 （２位） 楚雄 （３位） 文山 （４位）

生产总值 １５９３７７ １１２２４４ １０２４３３ ８５９０６

全国３０个民族自治州排名前４位的州及位次 伊犁 （１位） 红河 （２位） 凉山 （３位） 昌吉 （４位）

生产总值 １９１７２２ １５９３７７ １５３３２０ １３６７３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９年 《中国统计年鉴》《红河州统计年鉴》《红河州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的相关数据。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红河州委州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突出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培

植，在全面推进自治州区域内铁路、公路骨干交通网络建设的同时，大力实施综合交通５年攻坚
行动计划，先后投资近１６０亿元用于县乡村公路建设，使全州乡镇公路通畅率达１００％，行政村公

路通达率达１００％，９０％以上的自然村基本修通了简易公路。全州８９３％的行政村 （所在地）开

通了客运班车；启动实施了山区水利资源综合利用工程、中小灌溉防渗漏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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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山区 “５小”水利工程等建设；集中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城网改造工程，基本实现了全州北
部地区５００千伏、南部地区２２０千伏标准网架全覆盖；重视加强民族地区产业培植，先后整合资
金６０多亿元投入南部山区综合开发，着力打造 “６个百万亩”优势产业群和 “４大特色”产业
群，加快推进北部地区百万亩高原特色产业示范建设，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２红河南部连片贫困区域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自开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以来，

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红河南部区域６县的发展问题，加大南部５县连片贫困区域的山区综
合开发工作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加快人才培养，全力推进南部区域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快速健

康发展，使南部区域６县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比如，２０１２年，南部区域６县的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为１０６９８亿元，每县平均为 １７８３亿元。２０１５年，南部区域 ６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１８３３３亿元，每县平均为３０５０亿元。到２０１８年区域总投资增加了３５１余亿元，平均每个县为近
５８５亿元，生产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也就加快了各类产业建设的步伐和进一步推动了南部区
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区域各县的年均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红河南部５县连片贫困区域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县份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总值 ％ 总值 ％ 总值 ％ 总值 ％

元阳 ４０７２５２ １０５ ４４９８１４ １０１ ４９７３６０ １０２ ５３３６４１ ７５

绿春 ２６７０７９ １３５ ２９７９８０ １２２ ３３５２５６ １１６ ３７１０８０ １０７

金平 ４２８５１１ １３１ ４７４７６９ １２０ ５３２４９０ １１５ ５８４４４６ １００

屏边 ２５７３２８ １４１ ２８８６３９ １２７ ３２３０５４ １１１ ３５６６８３ １０２

红河 ３１０５１０ １３１ ３５３８５３ １２５ ３９４１２５ １０２ ４３８９８７ １１０

　　资料来源：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红河州统计年鉴》《红河州领导干部经济工作手册》相关数据。

３全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略进程加快推进。红河州山多坝少、边境线长，多民族聚居、
多宗教并存、多元文化相交、属原战区，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等，特殊

的州情十分突出。全州少数民族不仅众多，且分布面广，总体上还处于贫困落后状态。到２０１５年
末，全州尚有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５８９６９７人，占全州总人口的１２４３％，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
１２５％，居全省１６个州市的第３位，贫困发生率１６０９％，比全省平均水平高３４１个百分点。截
至２０１８年末，全州从７个贫困县下降至５个贫困县，两个县顺利实现了脱贫摘帽的目标；全州贫

困村从７８６个村下降至３９０个贫困村，３年来有３９６个贫困村实现了脱贫；全州建档立卡的贫困人
口从５８９６余万人下降至２６５１万人，３年来脱贫总人数为３２２４万人。因此，到２０２０年末，按
照党中央和云南省委的要求全州能够如期实现全部脱贫目标。

（三）着力改善民生，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红河州通过积极争取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大力实施精准扶贫和区域开
发战略，深入实施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先后投资１６６１亿元，用于南部区域的扶贫攻坚发展
战略，其中８１４亿元用于边境沿线的金平、绿春、河口３个民族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

７个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同时，州委州政府每年安排２１００万元资金，重点扶持不接边的各县开展
“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的先行先试工作。一是大力开展兴边富民示范村的创建工作，到２０１８年，
在全州创建了 “兴边富民示范村”１８３个，占全州１２８５个村的１４２％；二是大力实施边疆特困民
族地区连片综合扶贫开发战略，到２０１８年，全州整合各类资金达１０９亿元，先后对金平县的布朗
族 （莽人）地区、红河县的垤玛三村地区、绿春县的黄连山地区、屏边县的新华乡和和平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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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的坡头乡、石屏县的大桥乡、金平县的者米拉祜族地区等，实施连片综合扶贫开发工程，使

当地１８４万人农村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三是深入实施 “美丽家园”行动计划

和乡村振兴战略，整合州县 （市）两级各类资金达３５０多亿元，完成做特民居１６９６万户、做美

村庄２７５个、做优集镇３７个；四是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州建设，紧紧围绕

“一个中心、五个示范”“融入滇中、联动南北、开发发展”的战略方针，着力抓好 “十百千万”

工程建设，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五是集中财力为边疆民族地区办好１４０余件惠民实事，加大

推进定点挂钩扶贫、异地开发扶贫、劳动力素质培训和社会帮扶等综合扶贫力度，千方百计、想

方设法，全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逐步改善和不断提高各民族生活水平，使红河州２０１５年以来的

居民人均经济可支配收入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经济可支配收入，在全省８个民族自治州中居于前３

位的发展水平。（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全省及８个民族自治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 （单位：元）

年份

区域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全省平均收入 ２６３７３ ８２４２ ２８６１１ ９０２０ ３０９９６ ９８６２ ３３４８８ １０７６８

红河 ２６００２ ８５９９ ２８３４２ ９４４９ ３０８０８ １０３５６ ３３３９６ １１３３０

楚雄 ２６７６３ ８３２７ ２９２００ ９１８１ ３１６５３ １００４４ ３４１５４ １０９８８

大理 ２７０８１ ８７６６ ２９３７１ ９６１２ ３１７７９ １０５２５ ３４２９８ １１４９０

文山 ２３７５３ ７６９９ ２５７７８ ８４０３ ２７９９５ ９１８４ ３０２４２ １００３０

德宏 ２３０１０ ７９１７ ２４９４３ ８６５９ ２７０１３ ９４６４ ２９０９３ １０３２５

西双版纳 ２３３０４ １００８０ ２５２３３ １１０４９ ２７２０１ １２０４３ ２９３２３ １３０７９

怒江 １９０１０ ４７９１ ２０７２１ ５２９９ ２２６４８ ５８７１ ２４５５８ ６４４９

迪庆 ２７０９７ ６４８７ ２９４３９ ７０８８ ３１８５３ ７７７６ ３４４１１ ８５２４
全省８个民族

自治州平均收入
２５７５２ ７３８８ ２６１７９ ８５２９ ２６３１８ ８３４５ ３１１８４ １０２７６

　　资料来源：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云南省统计年鉴》、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云南领导干部手册》、全省各自治州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相关数据。

（四）注重社会事业建设，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发展

１深入实施教育事业振兴 “金秋计划”。全州在重点抓好义务教育控辍保学的 “两基”成果

得到了巩固和提升的同时，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州原有各级各类学校

１８１０所的基础上，从２０１３年起到２０２０年，计划用８年时间，在全州新建、改扩建３００余所标准

化中小学校，新建４５０所乡村幼儿园。每年投入３５００万元，全面免除南部６县农村户口学生高中

学费；坚持每年向内部６县招收少数民族高中生８００—１０００人到红河北部各县市的第一中学就读，

并给予每个学生每年２０００—３０００元的生活困难补助。同时，积极开展对特困少数民族学生救助活

动，对考入二本以上大学的农村少数民族特困学生每人资助４０００元救助金，使全州２０６４名少数

民族特困生圆了大学梦。

２大力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建设。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全州先后打造了一批艺术精品，如电

影 《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别姬印象》等。其中，电影 《诺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先

后荣获 “华表奖”和中宣部授予的全国 “五个一工程”优秀奖， 《红河》荣获韩国第三届首尔

“忠武路”国际电影最佳影片奖、第十六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最受欢迎女演员奖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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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涌现出电视连续剧 《山间铃响马帮来》、电视专题片 《雕刻大山的民族》、曲艺 《花腰女》等

一批文艺精品。投资２００万元资金，以哈尼梯田为题材打造出一台大型主题民族歌舞 《梯田放歌》

（现更名为 《乐作神韵》），充分展示了哈尼族独具特色的梯田文化，并在２０１３年全省第二届少数
民族文艺会演上荣获优秀奖，州民族文化工作团随国家领导人赴俄罗斯访问演出并得到了高度赞

誉。全州先后荣获省级以上各类奖项１０６个，特别是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已成功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云南省第一个以民族族称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①

３注重开展边防建设、爱民固边、双拥共建等活动。州委州政府自２０１３年起，每年为边境一
线的３４余万户农村居民提供每户１５００元的生活补助，完成边境一线自然村国旗台建设３５２座；
全面实施了城乡低保、城乡医保、社会救助等制度，目前全州城乡居民低保对象达７１７万余人，
占全州总人口的１５１％，新农合参合率达９９８５％；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播和电视覆
盖率分别达到了９９１６％和９８８１％，到２０２０年可达到１００％。

（五）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更加巩固

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 “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媒体作用，

不断深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联

谊、民族团结评比、各民族互帮互助和举办民族节庆等活动，努力营造各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互助

和谐的良好氛围，不断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认真抓好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的

落实，使各种民族领域的矛盾纠纷和隐患及时被发现和消除。制定出台了 《红河州清真食品管理

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民族工作部门的职能作用，

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医院、进军 （警）营、进宗教场所等

“七进”活动，全州共创建民族团结示范点２０２个，不断筑牢各民族大团结的基础。多年来全州没
有发生一起涉及民族关系、影响民族团结的群体性事件，始终保持着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

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六）加强队伍建设工作，各少数民族干部人才队伍茁壮成长

长期以来，州委州政府始终坚持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提拔任用少数民族人才作为管根本、

管长远的大事来抓。按照 “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目标，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

人才队伍建设。在一年一度的全州新公务员招考工作中，坚持每年设置计划数在２５％以上的公务
员职位，定向招录少数民族考生。对干部比例较低的民族，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并注重抓好素质

培训，使全州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的结构比例得到逐年改善，真正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健康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是民族干部的总量得到逐步提升。到２０１８年，全州少数民族干部
总数达到了３９０１０人，占全州干部总数的３７４５％；事业单位少数民族干部２８６６４人，占全州少数
民族干部总数的７２９８％。二是少数民族妇女干部队伍茁壮成长。２０１８年，全州少数民族妇女干
部总数达到了１３０６５人，占全州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３３８８％。三是全州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学历层
次得到了巨大提高。２０１８年，全州少数民族干部中大学以上２０５６６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５１６１％；大专１５１２４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３７２５％；中专４２２０人，占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
１１１３％。四是全州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茁壮成长。２０１８年，全州少数民族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达到了２５８６８人，占全州少数民族干部总数的６７６６％，占全州事业干部总数的４９４７％。目前
在全州范围内有了一定比例的具有高级职称的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员，使全州各少数民族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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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工作，以数量稳步增加、结构逐步合理、素质逐步提升、能力和水平逐步增强的态势快

速健康发展。

三、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启示

长期以来，红河州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工作中，始终以政治战略高度看待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的创建工作，以创新的思维方式做好民族团结创建工作，以发展的办法解决民族团结创

建活动中的问题，既坚决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又紧紧立足红河实际，抓住带有全局性的矛盾和问

题，实施宣传教育、矛盾化解、载体建设、机制创新等综合举措，创造了特有的工作模式和成功

的基本经验。

（一）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坚强领导，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动摇

州委州政府始终把民族团结创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要求定期分析研究，做到各级党委常议、

常管、常抓。一是加强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作风领导和学风领导；二是州、县

市两级成立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配备了乡镇政法副书记和民族工作专 （兼）职助理员；三是

注重强化党委领导工作的基层基础，积极推进民族工作社会化，探索推行民警任村官工作，进一

步延伸了民族工作触角；四是始终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穿到民族工作各个领域，正确理解和运

用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依法治国理念，严格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和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长期坚持逐级签订目标责任书，将责任细化分解到乡镇和村委

会，形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职能部门协调主抓、成员单位各司其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全州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新格局，保证全州民族团结进步的各项创建工作健康稳步地向前推进和

发展。

（二）出实招、筑根基，凸显创建工作主题和探索联创共建新模式

结合全州实际，“坚持一个核心，抓实四大活动，争创五个模范”开展创建工作。即以 “民

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核心，以开展 “热爱伟大祖国、构建和谐关系、建

设美好家园、振兴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四大活动为载体，以创建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确保生态

环境优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生活富裕”五个模范为主线。制定了

实施方案，细化了３—５年的行动计划，积极向中央、省委争取对创建活动资金、项目、政策的支
持力度，为创建活动提供经费保障。同时，积极探索联创共建模式。一是党委领导联系宗教人士，

畅通倾听民声的绿色通道。全州按工业、农业、商业、街道等重点划分为若干个片区，采取各级

领导干部 “一对一”包片联系，蹲点联系宗教人士和当地群众。二是村党组织联结宗教场所，构

建聚焦民意工作体系。搭建全州各县市、各乡镇的党组织联系宗教活动场所平台，定期到挂钩宗

教场所开展 “宗教知识进支部，政策法规进寺院”的主题教育活动和党员团员志愿服务活动，构

筑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阵地。三是挂钩党员联系信教群众，洞察民意民盼活动，围绕 “农

户增收行动计划”和非公企业党建目标，在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工作。

（三）坚持教育在前、预防在先，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矛盾化解于基层

深入开展各民族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实施依法治州战略和普法宣传纲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的思维理念不动摇，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道德基础。注重打造宣传教育工作的载体

和平台，把每年１１月份定为 “民族团结宣传月”，利用各种媒介、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各类活动，

加强主流思想的传播和宣扬；把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规、民族知识列为领导干部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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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内容，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进机关、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

进学校、进军 （警）营、进宗教场所等 “七进”活动。始终坚持各种问题和矛盾要早发现、早解

决，力争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萌芽中，做到不上交、不推诿、不回避，使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

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了邻里关系和谐、村际关系和谐、社区关系和谐、干群关系和谐、民

族关系和谐、宗教关系和谐、军民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良好局面。

（四）用发展的观点解决问题，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打牢坚实基础

在开展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中，州委州政府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存在的困难

和矛盾，立足红河南北两大区域各自优势和特点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采取因地制宜、综

合施策，大力推进南部地区综合开发、城乡一体化建设、兴边富民和扶贫攻坚工程，不断加快南

部地区跨越发展步伐，从而使欠发达地区和贫困群体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为逐步缩小

区域和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近几年来，州委州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加快南

部边疆地区、特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整合各类资金近１２０余亿元，采取整族整乡整村推
进、集中连片综合开发模式，先后对金平布朗族 （莽人）地区、红河县垤玛三村地区、绿春县黄

连山地区、金平县拉祜族地区实施综合扶贫工程，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使当地各族群众生产生活

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红河南部的直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组织保障

州委始终坚持党管干部的基本原则，一是严格要求全州广大党员干部，在示范州的创建活动

中充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各级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广

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做群众的主心骨，做团结稳

定的中流砥柱；二是严格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持走访慰问群众的困难和问

题，认真做好安抚帮扶工作，积极解决实际困难；三是严格要求全州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团结

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明辨是非提高认识，同一切危害民族团结进步的不法分子和违法犯罪活动作

坚决斗争，自觉维护好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四是严格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争做执政为

民、敢于担当的模范，不断增强和激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形成干群同心同向、

上下统一、左右联动的良好氛围和发展态势。

（六）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建立完善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运行机制

州委州政府结合全州民族工作的实际状况，实施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民族团结信息预警机制、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行政接边地区联防联调机制、

责任追究机制等长效机制。同时，针对不同地区和民族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心理特征、文化

背景方面的差异性，全面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制定实施差别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各项工作决策得到各族群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加强对重要决策事项可能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

定的因素，分门别类地先期进行分析、研判和化解，及时排查问题隐患，科学防范决策风险，保

障了重大决策、重要事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实施。

（七）继承与创新有机结合，努力打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亮点

自２０１２年以来，红河州在全省率先开展了 “爱民固边”工程，把民族工作、边境管理和边疆

发展有机融合起来，统一部署、同步推进。到２０１９年６月，通过以点带面发展到了３７８个示范
村；率先推动了民族工作进农村、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宗教场所、进军营的

“七进”活动；率先开展 “和谐宗教活动场所”“平安宗教活动场所”创建工作，促进了宗教场所

内部、宗教场所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率先在不接边的边疆三县先行先试 “兴边富民行

动计划”，州级财政参照有关政策予以补助，有效解决政策被边缘化的问题；率先推出了 “一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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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一专报”的维稳工作一体化与网格化管理模式，推动民族团结维稳工作体制机制全面创新，建

立健全 “大调解”工作体系，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涉及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凝聚

了推动红河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强大合力，使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亮点频出，各项工

作进入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行列。

（八）强组织、抓机遇，从高位协同推动各项创建工作有特色

按照州委创建工作活动的基本方针，各县市及时成立以县市委书记为组长，县市长为副组长

与各个部门为成员单位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领导小组。每年召开３—５次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
议，对取得的经验及时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同时对在创建活动中产生和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并制定相应对策和措施加以及时解决。把各类创建工作列入全

州民族工作的 “五年”规划之中，列入涉及各级领导干部和成员单位的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以此努力形成州、县市、乡镇、村四级党委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协作配合的创建工作社

会化管理格局。一方面是抓住党中央、国家民委、云南省委对于建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

稳定示范区高度重视的历史机遇，全力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各项工作快速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是抓住省委省政府建设旅游大省中新一轮旅游业发展的机遇，结合红河州的发展实际，

抓典型、做示范。例如，个旧市沙甸立足区位特殊、经济发展迅速和回族文化底蕴深厚等资源的

优势，创建 “中国·沙甸回族文化旅游名镇”发展战略，在北京召开 “沙甸回族文化旅游与民族

团结示范名镇学术研讨会”，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就制作宣传栏１１３５块，民族知识挂图２４００余份，广播
电视报道宣传５０００余次，宗教场所宣传７００余次，大型宣传横幅１４０余条，积极打造 “中国·沙

甸回族文化旅游名镇”５Ａ级景区，助推沙甸示范区创建工作。同时，州委州政府长期坚持定期举
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联谊座谈会，及时总结成功的经验，大力表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工

作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与各族群众共谋思路，共话发展，从而不断调动和激励创建示范工作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

总之，红河州通过长期坚持不懈地大力推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实践活动，使各民族

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 “谁也离不开谁”的内在本质；深刻认识到，各民族人民群众的

团结和谐进步事业，是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生存之根、发展之基，是全中华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

只有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强大根本保证。

责任编辑：杨松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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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校）科研协作课题 “乡村振兴战略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研

究”（２０１８ＳＹＸＴＢ０１）。
作者简介：金晶，普洱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① 国家民委经济发展司：《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特色研究 （一）村寨与自然生态和谐研究卷》，北京：

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页。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金　晶

（普洱市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普洱　６６５０００）

摘　要：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是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国

家政策支持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保护

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民族团结提供了最有效的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５５－０８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底蕴，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高度和谐

统一、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的少数民族聚居点。①云南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资源最为丰富的省区

之一，由于地处边疆，相对封闭的文化地理环境和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一批独具特色的少

数民族村寨保存至今。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

出，“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

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支持农村地区优秀戏曲曲艺、少数

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传承发展”。由此可见，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

有之义。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传承和弘扬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一、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概况

云南是一个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边疆省份，少数民族人口达到１５６５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３３４％。云南有２５个世居少数民族、１６个跨境民族、８个人口较少民族，有８个自治州、２９个自
治县、１４２个民族乡。云南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迁徙和互动过程中受自然环境、生产力水平以及民
族文化的深刻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又极富特色的民族村寨，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风格。

（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人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结果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属亚热带温湿气候，雨量充沛，河流众多，山高谷深。由于云南地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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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复杂，包含多种地貌类型，因而少数民族村寨也呈现出很强的适应环境的特色。世居云南的少

数民族利用所处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建造村寨，有的把村寨建在坝区，有的把村寨建在半山腰，

有的把村寨建在江边峡谷。各民族村寨的民居风格也呈现出与自然环境协调融合的特点。生活在

湿热坝区的傣族、德昂族、布朗族、基诺族、壮族等民族村寨中的民居是干栏式建筑；生活在高

寒山区的普米族和纳西族摩梭人，其村寨中的民居是井杆式、木楞房、垛木房；生活在亚热带山

区半山区的哈尼族村寨的民居是蘑菇房或土掌房；等等。

（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形成反映了本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少数民族根据自己村寨族群

的财力、物力和技术水平来建造自己的村寨和民居。譬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白族民居经历

了茅草房、土掌房和瓦房三个阶段，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建筑格局体现了白族较高的生产

力水平。主要分布于红河与澜沧江之间的哀牢山区的哈尼族村寨则大多建在海拔１０００—２５００米的
亚热带山区和半山区，这样便于下山耕耘和上山狩猎。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建筑 “土掌房”承袭了

古羌人平顶碉楼的结构与风格①，在生活上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在生产上便于粮食作物的晾晒和

储存。哈尼族村寨的布局及其民居建筑特色与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体现了哈尼族较为发达的农

耕文明。

（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除了自然环境，民族文化也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形成的重要因素。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

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等都会在当地民族村寨的建设中体现出来，比如寨名、建筑仪式、

建筑饰物等往往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族群来源、宗教习俗、世界观和人生观。村寨的布局、建筑的

形式及象征意义不仅鲜明地展现了特定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同时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进行

自我调适与更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延续、传承和发展。② 在白族村寨内，凡是需要装饰并

表达一定文化意义的地方都可以建照壁。照壁上通常写四个大字，有的颂扬功名，有的祈求幸福，

有的驱邪避灾。照壁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成为白族地区特

有的人文景观之一。③ 傣族村寨的形成深受土司文化及其所信仰的南传佛教的影响，因此，傣族村

寨有缅寺、祭祀塔、水井和
!

林等公共神圣空间，这些神圣空间在某些时候也是村寨居民聚集的

场所，成为特定的社会空间。傣族村寨中还有一个神圣空间 “寨心”，“寨心”是村寨的心脏和灵

魂所在，也是傣族群众进行祭祀的重要场所。

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及其成效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量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在不断消失，村落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元

素也在迅速消亡。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过程中，村民希望对传统民居进行改造，提

升居住环境的愿望非常强烈。如果任由村民自行改造，传统民居建筑和村寨风貌会以惊人的速度

被现代钢筋水泥建筑所取代。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亟待加强。

（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

２００９年，国家民委启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２００９年９月８日，国家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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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 《关于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根据一定的标准在全国选择３７０个少数民族村寨作为 “民族特色村寨”

进行保护与发展的试点工作。至２０１２年底，中央财政三年时间共投入少数民族发展基金２７亿元
人民币，专项用于试点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工作。为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

发展项目，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国家民委与财政部印发了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十二五”期间在全国范围内重点改

造和保护１０００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云南省根据 《指导意见》与 《规划纲要》，制定了具体的政策方案与措施。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

云南省共安排省级财政资金８５亿元，整合部门资金及带动社会投资超过３５亿元，共建设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５６１个，其中１５４个村寨被国家民委挂牌命名为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２０１６年７
月１８日，由省民族宗教委牵头，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文化厅、省旅游发展委共同编
制，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的 《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印
发实施。①

普洱市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全市有２６个民族，１４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
总人口的６１％。普洱市各民族在繁衍生息的过程中形成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和各具特色的民族
村寨。２００９年以来，普洱市贯彻落实中央和云南省关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取得
了显著成效。２０１４年，普洱市共有２８个村落被授予全国美丽乡村称号，３７个村落被列入国家传
统村落名录。根据２０１４年 《国家民委关于命名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全国共有

３４０个村寨予以命名挂牌，普洱市有３个村寨入围。根据２０１７年 《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二批中国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通知》，全国共有７１７个村寨获命名挂牌，其中，云南省有１１３个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获命名挂牌，普洱市有１６个村寨入围。根据２０１９年 《国家民委关于做好第三批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命名相关工作的通知》，全国有５９５个村寨被命名为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其

中，云南省有９３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获命名挂牌，普洱市有５个村寨入围。
（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取得的成效

《指导意见》与 《规划纲要》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为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 《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镇保护与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提出，每个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总投入不低于６００万元，每个民族特色集镇建设
总投入不低于２０００万元。每个特色村寨、集镇分别由省民族宗教委补助民族发展资金１００万元、
３００万元，各部门按照项目补助标准加大投入，州市县加大统筹整合力度，并积极争取政策性金融
支持。通过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各试点特色村寨的道路、通信、人畜饮水等基础设

施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村容村貌发生了质的变化。

２．保护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承载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空间。保护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就是保护和传

承民族传统文化，包括保护民居建筑、民族风俗，等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民居建筑蕴含着浓

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等都会在当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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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对云南省第十一届政协五次会议第２９４号提案的答复》，２０１７年６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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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的民居中体现出来。一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仅保留了传统村落的民族建筑风格，同时也传

承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风俗。比如江城县整董镇是一个傣族聚居区，有９个傣族传统村落，其中有３
个傣族传统村落 （曼贺村、曼乱宰村、曼滩村）被国家民委命名为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政策以来，村寨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传统的干栏式建筑

风格突出，同时当地的傣族群众一直传承和延续着泼水节、新米节、赕塔、祭
!

等传统的民族节

庆和风俗习惯，民族传统文化依然十分鲜活。

３培育了村寨特色产业
《规划纲要》将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主要任务，提出 “加快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发

展，培育特色产业，增加群众收入，是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云南省凭

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例如红河州元阳县的哈尼族村寨

大鱼塘村凭借壮观的哈尼梯田成为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普洱市澜沧县的老达保村、宁洱县那

柯里村、景东县青云村等一批民族特色旅游村寨也逐渐形成。

４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普洱市积极加强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普洱市被国家民委命名为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市”。在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创建过程中，少数民族村寨民族团结进步建设是重点之一。其中，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

乡的两个拉祜族寨子蒿枝坝和老缅大寨曾经是脏、乱、差的典型。通过示范创建后，村寨基础设

施改善，产业培育成效明显，村民收入提高，蒿枝坝被评为 “澜沧县十佳美丽新农村”，老缅大寨

被评为 “云南省拉祜族特色村寨”。

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模式

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近年来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形成了以下几种保护和发展模式。

（一）完整保留传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民居体系及文化生态系统模式

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乡的翁丁佤族村属于完整保留传统民居体系及其文化

生态系统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翁丁村有着较为完整的传统佤族民居建筑———干栏式茅草竹木房，

建筑形式与周围环境非常协调。村寨还保留有寨门、寨桩、牛头桩、祭祀房、木鼓房等文化遗存，

居民的生活用具也是竹木器具居多。播种节、新米节、护寨节等佤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也延

续下来。① 今天的翁丁村能够完整保留传统风貌，离不开当地政府和村民强烈的保护意识和长期有

效的保护措施。２００５年，沧源县成立了原生态民族村落保护与开发管理委员会，并于２００６年完成
了旅游总体规划，同时，翁丁村的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２００６年，翁丁村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翁丁村的保护模式，保护的难度非常大，当地居民对改善生活居住环境的强烈

需求与保护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如果进行旅游开发，村寨原有的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游客的需要。

为了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沧源县重新选址建设翁丁新村，让核心区的村民搬出原来的村寨，

使村寨成为纯粹的旅游景区。但是，没有原住民生活的翁丁村是否还是活态的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呢？

（二）依照少数民族传统民居体系进行修缮重建模式

在实践中，一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采取了依照传统民居体系和村寨文化生态系统，

在不改变村寨布局和民居建筑风格的情况下，对村寨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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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建筑进行修缮或重建的模式。例如，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自治县惠民乡芒景村的翁基

古寨是一个布朗族聚居的村寨。村寨内建筑风貌总体保存完好，保留了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并保存

有传统建筑功能空间。为了提升旅游功能，一部分民居进行了修缮重建。这种保护与发展模式在

不改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布局、传统民居体系的情况下，满足了当地居民改善生活居住环境的需

求。但是，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进行修缮重建的时候，也面临着建筑材料稀缺 （比如木

材）、传统建筑工艺失传等问题。

（三）重建具有少数民族元素的村寨模式

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农危房改造、易地扶贫搬迁等方式对一部分居住条件较差的少

数民族村寨进行了重建。重建后的少数民族村寨基本上采用了现代建筑材料，房屋构造已经没有

传统民居的特点。但是，为了体现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重建后的民居将少数民族元素

融入到房屋的外观装饰上，使得整个少数民族村寨的建筑风貌比较一致。这种模式，从村民居住

的角度来看会更加舒适便捷，但是缺少了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从而也丧失了文化保护的意义和

进行旅游开发的价值。

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得到了有力保护和发展，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村寨无序建设，缺乏科学规划

近年来，由于部分地方政府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理念不清晰，对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文化保护和科学规划的意识不强，导致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风貌被简单粗暴地改变。村寨呈现

出的是缺乏规划、杂乱无章的景象，新建的民居外观造型毫无美感，还被涂上各色颜料。有的村

寨即使有规划，但是房屋布局成排成行，简单的整齐划一，整个村庄找不到过去传统特色村寨的

古朴、自然、和谐之美。在从传统古村落向现代生活迈进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基础设

施建设也存在很多缺陷，难以适应现代生产生活的需要。村庄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管理

维护不规范。部分少数民族村寨村民的公共环境意识不强，村庄环境卫生差，村寨人居环境不容

乐观。

（二）建设理念不清晰，民族传统文化衰落

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传统村寨民居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村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

随意重建和修缮传统民居，许多少数民族特色民居被现代建筑取代。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

尤其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保护变得十分艰难，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缺

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随着时代的变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的实用价值大大削弱，而美学

价值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却越加凸显。但是，少数民族村寨的居民只是一味地追求实用性，而不懂

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进而也不知保护。

（三）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村寨景观遭到破坏

少数民族传统村寨的形成是各族群众千百年来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

然而，由于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地处山区，生态环境脆弱而又复杂。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脚步

的加快，村寨周围大面积毁林开荒，以及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

破坏，绿水青山变成了光山秃岭，少数民族村寨优美的自然景观也不复存在，甚至有的村寨地质

灾害频发，已经不适宜居住。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塑料薄膜

等，使得农村土地污染、河流污染、白色垃圾污染等问题比较严重，少数民族村寨的生态环境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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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破坏。

（四）缺乏产业支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一部分村寨凭借独特的自然资源或文化资源获得

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比如，红河州元阳县的哈尼族村寨大鱼塘村凭借壮观的哈尼梯田成为知名

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澜沧县老达保村通过民族文化带动乡村旅游。但是，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产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所面临的问题是

相似的，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却无与之相应的民族文化产业体系，有短期的繁荣却无可持续的

发展后劲。①

五、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乡村振兴路径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和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 《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提出，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明确了思路。２０１８年２月，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 《云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进一步结

合云南实际提出 “合理利用村庄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

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云南省的少数民族贫

困状况极大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接下来，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要按照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实现乡村振兴。

（一）围绕产业兴旺的要求，推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经济发展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首先是经济的振兴。经济发展是实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障，是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强烈愿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乡村振兴，重点是要有

产业的支撑，尤其是要培育特色产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优美的自然环境、原生态的民族文化、

浓郁的风土人情，是发展乡村旅游不可多得的优势资源。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

利用村寨自然、人文景观优势，把乡村振兴与特色民居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保护有机

结合起来，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比如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的景迈山，不仅拥有千

年万亩古茶园，同时还有１０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当地的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世代以种茶为

生，茶叶的种植与民族文化长期融合发展。今天，景迈山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不仅有茶产业作为

重要的经济支撑，还形成了乡村旅游、民族节庆、乡村民宿等新的产业业态，给当地的少数民族

群众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二）围绕生态宜居的要求，改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人居环境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各族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保护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就是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美的田园风光。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把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普洱市宁洱县同心乡那柯里村委会那柯里村是一个茶马

古道上的少数民族村寨。在村寨建设和民居建筑方面，那柯里村按照生态乡村旅游进行定位，从

村庄规划入手，房屋建设严格按照 “坡屋面、灰色瓦”等民族民居风格进行重建。重建后的那柯

里村房屋建筑独具民族特色，村庄布局依山傍水。２００９年１２月，那柯里村被列为云南省第二批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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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旅游特色村；２０１２年，那柯里村被评为 “云南三十佳最具魅力乡村”；２０１３年，那柯里村入选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２０１４年９月，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 （历史古村）之一；

２０１５年，被中央文明办评为 “全国文明村”；２０１７年成功创建国家ＡＡＡ级旅游景区。①

（三）围绕乡风文明的要求，繁荣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文化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因为独特的民族文化而充满魅力。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使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把繁荣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文化与乡风文明相结合是实现少

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传统文化资源不仅体现在村庄的布局、

风貌、自然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和环境，也体现在文物古迹、传统民居，还体现在民族风俗、

语言、服饰等方面。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就是要保护和传承好传统文化资源，并将民族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融入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去。② 云南省澜沧县南段村

的龙竹棚老寨是一个拉祜族聚居的村寨，也是一个保留了少数民族独特文化传统的村寨。２００４年，
龙竹棚老寨的茅草房在政府的资助下改建为瓦顶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重建后的龙竹棚老寨并未

改变村寨的文化传统。村寨里依然保留着一个重要的祭祀空间———佛房。每年在村寨重要的传统

节日，比如洒卡节、火把节、新米节、扩塔等节日期间，龙竹棚老寨的拉祜族群众都有举行隆重

的祭祀活动。在龙竹棚老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拉祜族传统的文化风俗礼仪十分丰富，成为拉祜

族群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龙竹棚老寨的发展在满足群众生活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

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的活态传承。２０１９年，龙竹棚老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 “第三批中国少数

民族特色村寨”。目前，地方政府在最大限度保护老寨历史风貌和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同时，对村寨

进行规划和开发乡村旅游。

（四）围绕治理有效的要求，提高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水平

在现行体制下，政府主导着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方向。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尤

其是市、县两级，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推动者，而乡镇基层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

展项目的具体执行者。很大程度上，地方政府的理念和执行力决定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水

平。因此，要提高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治理水平。首先，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华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学习，增强民族文化保护意识，提高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治理

水平。要建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提高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其次，

要发挥地方立法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建设中的作用。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自治州、

自治县可以通过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来对本民族地方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和发展进行

规范。例如，２０１５年由澜沧拉祜族县人大制定通过、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实施的单行条例 《云

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景迈山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就对景迈山保护区的１０个传统村
落 （少数民族村寨）的保护管理进行了规定。《条例》的内容涉及村寨管理、环境治理、资源保

护、文化保护等方面，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进行乡村治理的重要法规依据，也是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实施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第三，建立和完善村寨建设、保护和发展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

制，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治理中的作用。

·１６·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金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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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市旅发委：《普洱市旅发委实施旅游扶贫项目助推那柯里脱贫致富》，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ｅｇｂｗｃｏｍ／ｚｘ＿ｎｒａｓｐ？ｉｄ＝１５６２３，２０２０年２月７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第１
版。

乔晓光、董永俊：《村寨礼俗之花———云南澜沧县拉祜西村寨剪纸传统个案研究》，《美术研究》２０１５年
第６期，第１１１—１１８页。



（五）围绕生活富裕的要求，加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人才培养

人才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要将人才的培养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

经济发展，与村民增收致富紧密结合起来。澜沧县酒井乡老达保村就是通过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保护与发展项目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典范。老达保村是一个拉祜族村寨；２０１３年，在当
地村民李娜倮的带领下，老达保村成立了普洱市第一家由农民自发组成的文化演艺公司———澜沧

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通过深入挖掘和传承拉祜文化，老达保村走出了一条以拉祜文化

为特色，依托少数民族村寨发展起来的乡村旅游模式。在老达保村，游客不仅能看到村民表演的

《老达保拉祜风情》实景剧，还有特色餐饮、民宿、农活体验、特色旅游商品等旅游活动。目前，

老达保村已经成为普洱市重点发展的旅游景区景点，民间艺术团的商演经济效益也逐渐显现。截

至２０１８年上半年，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外出商演１６０余场，实现总收入１５２万元。① 老
达保村在建设少数民族特色乡村的同时，实现了民族文化与乡村旅游的有机结合，当地群众在传

承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收益。老达保村的发展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是有民族文化

传承人。老达保村的拉祜族群众能歌善舞，其中以李娜倮为代表的拉祜族歌手创作了很多脍炙人

口的民族歌曲，打响了 “快乐拉祜”的文化品牌。二是有经济发展带头人。李娜倮不仅用音乐传

承民族文化，同时还成立了文化演艺公司，村民既是演员也是股东，公司的发展与村民的利益紧

密联系在一起。三是有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培育合作社或公司等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村集体产

业，让村民成为合作社成员或公司股东，使合作社或公司的发展与村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是得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扶持。老达保村是普洱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的哈列贾 （ＨＡＬＥ
ＪＡ）乡村音乐小镇的核心区，并且有相应的项目和资金扶持。老达保村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
振兴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结语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国家及时制定相关政策来进行保护和促进

发展，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方面还需

要不断加强和完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促进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供了最有效的路径。

责任编辑：杨松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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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社院 （校）科研协作课题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模式研究”

（２０１９ＳＹＸＴＪ２８）。

作者简介：乐燕，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 （州社会主义学院）法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比较；

孔婷，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 （州社会主义学院）科技文化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新闻与传播；张文娟，中共

西双版纳州委党校 （州社会主义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路径探析

———以西双版纳州大渡岗昆罕大寨为例

乐　燕，孔　婷，张文娟

（西双版纳州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景洪　６６６０００）

摘　要：边疆民族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而开展乡村旅游扶贫就是为了利用好这些

资源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西双版纳州大渡岗昆罕大寨是乡村旅游扶贫的典型，以该村为例，探

讨其旅游扶贫模式的特点、亮点，可以为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提供借鉴。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旅游扶贫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６３－０６

自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发布以来，我国精准扶贫

方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脱贫攻坚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旅游产业关联带动性很强，是精准扶贫

中重要的扶贫模式之一。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国家１２部委联合印发 《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方案》，

指出 “深入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工程及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重要作用”。

可见，发展旅游业对于扶贫攻坚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

族文化以及珍贵的文物古迹等，旅游资源丰富多样，能满足游客生态观光、休闲娱乐、回归自

然等需求，旅游业市场前景广阔。西双版纳州位于祖国西南边疆，世居傣族、哈尼族、布朗族

等１２个少数民族，其中，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瑶族等８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与

老挝、缅甸接壤，毗邻泰国、越南，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文自然资源，具有典型的边疆民

族地区特色。本文以西双版纳州昆罕大寨的旅游扶贫模式为例，以期为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乡村

旅游扶贫提供借鉴。

一、昆罕大寨旅游扶贫现状及模式

（一）昆罕大寨旅游扶贫现状

昆罕大寨位于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行政村内，为 “直过”布朗族村寨，距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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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驻地２６公里，属于山区，国土面积０９平方公里，耕地７７１亩，其中水田５４２亩，村集体林地

２５０亩，种植并已投产茶叶１１６７亩，新种沉香２５０亩，坚果１５０亩。同时，昆罕大寨处于西双版

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更不乏诸如原始热带雨林这样的高品

质资源。目前，茶叶种植和咖啡种植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寨内交通设施较差，主要以农业人口

为主，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贫富差距较小，社会阶层扁平化。总体生活水平较低，其生活

方式主要以农耕和传统文化娱乐为主。目前，昆罕大寨村民小组领导班子在政府及对口帮扶企业

中林集团工作人员的有效引导下，提升人居环境工作成效显著，村内的基础设施较完善，拥有停

车场、公共厕所、标识牌、垃圾处理场、净水处理池、排污系统等，村内有固定投放垃圾处，衣

物在固定地点悬挂，生产生活用品摆放整齐，禽畜规范圈养等。通过帮扶改造两户贫困户危旧房

屋，每户各有民宿客房五间。自２０１７年４月动工以来，雇佣本村劳动力，共支付劳动报酬约４０

万元，人均每月约２１００元；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开业的咖啡吧和餐饮，聘用村民１３人，人均工资收入

２０００元至４０００元，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截至２０１８年底，昆罕大寨村民小组已脱贫７

户３３人，如期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全部脱贫。同时，中林集团通过对村民进行专业化的岗前技能

培训，使村民掌握了餐饮服务、客房整理、会议筹备及接待等方面的基本技能，适应社会及服务

社会的能力明显提升。此外，中林集团引进外籍人才，每周举办两场英语培训班，培养村内学龄

儿童的兴趣爱好。①

（二）昆罕大寨旅游扶贫模式

在确定扶贫项目前期，中林集团深入村寨调研，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积极听取村民对村寨

经济发展的想法及愿望，了解农户和贫困户的真实意愿，结合企业实际，制定了具有建设性意义

的扶贫思路及方案。中林集团的扶贫范围包含整个昆罕大寨 （不包含周边农田），面积１３１８５亩。

总投资约２５５０万元，围绕森林、村落、田园等资源，打造布朗族乡村生态旅游模式，包括生态旅

游基地、农夫集市、民宿客栈、稻田酒店、餐饮及道路等建设项目。依托该项目，实施嵌入式开

发、融入式发展、植入式运营 “三入式”扶贫开发模式。②

１完善工作机制，优化扶贫组织模式。工作机制的健全，关乎到扶贫各项措施的有效落实，

完善的扶贫组织有利于扶贫工作的有序推进。中林集团成立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管领导职

责，落实具体工作。同时，中林集团从扶贫政策与建设管理规范着手，组建了项目管理小组和项

目专家组。在项目的立项、论证、申报、审批、执行以及评估等环节中，都把责任落实到人。涉

及开发的行为都请专家进行环境评估，严格控制开发力度，避免大规模的地形改造，及时与相关

政府部门对接项目进展情况，使政府部门能够清晰定位项目开展存在的问题，给予中林集团更多

的政策扶持。

２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模式。根据昆罕大寨气候、土壤及生态环境的特点，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适应的产业模式。（１）积极探索如何发展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油菜花、芒果种植，

为群众经济增收和脱贫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２）发展特色第三产业。项目开建以来，村内的

工程建设及经营的餐饮、民宿都需要工作人员，中林集团积极引导及培训村内劳动力，参与村

寨的工程建设和经营服务管理工作。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也提高了村民的服务意识。（３）构

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融合模式。中林集团以原生态文化保护为前提，保护古村落、民族村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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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中林集团该项目的负责人收集的材料。

中林西双版纳工程设计部：《中林西双版纳·雅德秘侬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２０１６年９月。



项目目标，尊重原居民的生活方式为基础，打造具有创新性的村寨旅游生活方式。同时，以村

寨为主体，联动农田、茶园、林地等资源，积极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生产、生活、

生态的协调发展。

３大力创新合作模式。昆罕大寨主要采用 “政府 ＋企业 ＋合作社 ＋农户”的合作运营模式。

政府主导政策，企业整合社会资源，合作社为组织形式，农户为主要参与者，实现乡村旅游精准

扶贫。例如乡村民宿项目在运营中，中林集团负责引进游客资源，贫困户参与到民宿的管理、服

务环节，根据不同岗位不同薪酬，人均月收入可达２４００元左右。

二、昆罕大寨乡村旅游扶贫存在的现实问题和对策研究

（一）昆罕大寨乡村旅游扶贫的现实问题

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昆罕大寨离景洪城区较远，景洪到关坪是高速公路，但关坪到昆罕大

寨的道路为柏油路，较为曲折。由于经常有大货车通过，柏油路面被碾压得凹凸不平。目前项目

还未完全开发，周边的配套设施，如游客休息区域、医疗设施、金融服务设施等欠缺。

２民族文化特色开发不深入。目前，昆罕大寨已开发旅游产品同质化较为突出，没有充分体

现昆罕大寨的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挖掘、旅游产品开发、品牌打造深度不够。当地对外销售的产

品以低中端土特产为主，手工艺品多为竹编产品和民族服饰纺织产品，但仅为家庭手工作坊，没

有形成规模。饮食文化方面，农家乐有２家。传统节日 “桑康节” “新米节”等节日文化没有充

分和旅游项目结合。游客只是欣赏到布朗族文化，无法深入体验，无法理解旅游产品中所蕴含的

文化寓意。

３缺乏相关专业人才。旅游服务人员平均素质不高与旅游教育支撑不足的问题比较突出。村

民文化水平不高，大多只能参与一些低中层次的管理服务工作。因此，政府和入驻企业对村民进

行了１期 “如何发展乡村旅游业”和２期 “布朗族传统竹编技艺”培训，对走上旅游岗位的村民

进行 “服务人员”相关培训，村民旅游服务素质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是仅通过几期培训，人员

素质还未达到旅游服务的需求。农家餐饮服务人才较少，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民族手工艺制作

方面还显薄弱。懂农村、懂农业的管理型人才短缺，善于营销的人才缺乏，抵御各类旅游风险的

能力较弱。

４宣传力度不足。宣传力度是影响旅游者对于目的地的选择的因素之一。目前，昆罕大寨的

宣传模式以新媒体为主，但宣传内容和形式单一，宣传平台少。

（二）昆罕大寨乡村旅游扶贫的对策研究

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旅游扶贫离不开热爱家乡的领头人，基层党组织是带领

村民脱贫致富的骨干力量。昆罕大寨应定期召开旅游扶贫座谈会，由党员带领大家学习交流相关

扶贫政策，将旅游扶贫模式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法传递给农户，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度，提

高贫困人口的脱贫意识。

２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及沿线绿化景观、护栏、垃圾桶等公共设施的

维护与美化工作，完善旅游厕所、停车场、观景台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公路建设力度，

改善外部交通环境。

３布朗族民族文化资源的挖掘。首先，可以深度挖掘布朗民族乐曲、舞蹈，并组建昆罕大寨

民族歌舞队，同时聘请专业的音乐指导老师对农户进行歌舞培训。其次，拓宽 “农家乐”产业链。

“农家乐”不仅是提供餐饮的场所，还应该以农家乐场所为核心延伸开发更多的旅游体验产品。例

·５６·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路径探析———以西双版纳州大渡岗昆罕大寨为例★乐燕，孔婷，张文娟



如，游客不仅可以在村中农户家居住，还可以学习使用农户家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体验田间

劳动、传统工艺品制作、一日三餐烹饪等，切身感受布朗族的生活方式，形成以体验乡村淳朴生

活为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方式。再次，结合传统的布朗族工艺，对布朗民族工艺产品进一步设计

开发，推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

４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对昆罕大寨的村民进行经营管理及专业技能的能力提升培训，

使他们成为新型农民。发挥村民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积极投入到旅游产业中。针对不同贫困户所

擅长的技能，进行乡村旅游要素分配。如有针对性地分类发展农家乐、手工艺、土特产业、导游、

后勤服务等。

５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的开发建设必须要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严

守生态红线。应合理利用昆罕大寨的环境资源，结合布朗族生态文化理念，开展绿色农业基地等

休闲项目，加强与电商的合作，将纯天然无污染的生态农产品推向市场。

６多角度进行宣传。利用互联网平台及媒体渠道进行宣传，如图文、音乐、小视频等。利用

节庆文化进行宣传，开展各类文娱活动吸引游客，推出旅游精品线路。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出

“订单旅游”模式。① 游客把特色饮食需求、游玩需求等关键词发到特定的平台上，通过关键词，

找到合适的农户；同时，农户可以在平台上与游客进行沟通，再把实际的图片以及价格等发给游

客，双方确定之后，完成交易。另外，农户将 “游玩套餐”发到网上，游客进行选择并下订单。

用订单的形式来提高效益，主动贴合游客需求，不会造成资源浪费。

三、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的启示及建议

（一）发挥政府在乡村旅游扶贫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政府要紧紧围绕扶贫攻坚这条主线，结合本地的资源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带动贫困

地区脱贫致富。第二，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编制乡村旅游扶贫发展总体规划，下本钱请

知名的专业机构，切实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引导性、可操作性。② 注意将乡村旅游规划与

相关规划相衔接，避免企业在开发过程中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也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积

极完成统计、信息报送、统筹协调等旅游扶贫工作职能。强化对旅游扶贫工作管理服务职能，安

排专职人员开展旅游扶贫工作。第四，围绕旅游扶贫工程目标任务，统一规划、分类建设、合力

投入、整体推进。在有关乡村旅游政策配套、旅游投资信贷和旅游项目审批等方面还需要给予更

便捷的通道。

（二）突出农户的主体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之一。价值取向就是主体开展活动的意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精准扶贫思想的重要原则和价

值取向。它强调人民在扶贫工作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中心地位，任何工作的开展都要以人民利益的

实现程度为核心。③ 乡村旅游扶贫，其解决途径就是让贫困户及村民融入到乡村旅游产业中，以旅

游产业的发展来带动贫困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贫困户及村民参与到乡村旅游产业链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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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证其充分融入乡村旅游产业链的价值分配，参与率越高，价值分配越高。① 一方面，政府及基

层党组织应鼓励和引导一批有能力的农户利用技术、闲置房屋、资金、土地等，通过就业、旅游

餐饮与客栈经营等方式参与乡村旅游产业链发展。另一方面，对不同贫困类型的贫困户，政府及

基层组织要制定出适合其参与旅游经营的小项目，针对一些资金缺乏的农户应充分用好旅游扶贫

专项资金，帮助其开展旅游经营。目前，我国实施的扶贫模式基本上都是 “政府主导 ＋社会参

与”。同时，还可以试着探索 “景区＋农户”“协会＋农户”等模式，让农户获取劳务、租金等多

种收入方式。此外，可以大力开展职业培训教育，组织贫困农户参加导游、住宿、餐饮、营销、

传统技艺等各类培训，提升他们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融入行业的积极性与职业技能。

（三）挖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精准打造特色项目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依托。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度挖掘，

既增强了文化自信，又能使其变成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乡村旅游资源进行深入调研，对适合

发展旅游业的村寨进行重点规划布局，因地制宜，突出 “一村一品”（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件），避

免出现同质化现象。既要留得住游客，又要吸引 “回头客”。逐步开发集自然观光、休闲娱乐、健

康养生、民俗体验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充分挖掘民族语言文化、饮食文化、节庆文化、手

工艺文化等，推进保护传承民族音乐、民族舞蹈、民族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人文旅游资

源。注重文化体验，开发与游客互动性强的文化体验活动。

精准打造边疆民族地区特色项目，推进 “旅游 ＋”模式，② 开发乡村体验游、乡村科普游、

乡村生态农场、原生态农家乐等具有休闲娱乐、田园体验、农品采摘、文化体验等功能的旅游村。

大力开发一批发展田园风光型、景区辐射型、古镇村落型、传统民俗型、自然生态型、森林探险

型、养生度假型、庄园经济型等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有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爱国主义教育红

色旅游项目。完善乡村旅游要素，多产业融合发展，增强游客体验感，提高旅游消费力。

（四）加大旅游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村民文化素养

首先，不断加大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为乡村旅游业奠定基础。在本地高校或职业培训学

校，开设乡村旅游课程，培养了解本土风土人情，具备乡村旅游知识的专业人才。其次，提升农

户的旅游文化素养。通过请专家入村培训、到职业学校培训、到其他企业交流实习等方式开展多

层次、多渠道的业务培训，提高服务意识和管理意识，增强手工艺制作技能。最后，让农户到相

关企业实习，学习企业在旅游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充分提升乡村旅游经营户、带头人、文化

传承人、旅游商品研发人员、管理者、服务者的综合素质。

（五）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体验

首先，交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是制约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应从国家政策扶持及当

地政府层面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在乡村旅游项目建设资金投入、银行贷款、减免配套资金等方

面给予支持，多管齐下改变边疆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被动局面。其次，完善边疆民族地

区的乡村旅游住宿设施。优质的乡村住宿设施是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经济收入增长，吸引游客

前往观光的重要构成因素。因此，可以开发多种旅游住宿设施，如森林木屋，充分利用低碳节能

技术降低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建筑风格与村寨人文风格相一致。或打造具有民族文化氛围的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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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游客对民族文化的感知。再者，开发优质区位优势的住宿营地，满足游客亲近自然生态环境

的需求。

（六）坚持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模式，注重环境保护

边疆民族地区大多位于山区、高原、牧区和森林地区，一直以来地广人稀，生态环境脆弱。

这些地区资源丰富，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开放、开

发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如何依托生态资源，不触及生态红线，把 “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要以保护为前提，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

扶贫旅游项目开发，还是营销宣传工作，都要以保护边疆民族地区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

文生态环境为前提，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严守生态红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培育生态旅游产业，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在开发时，要注重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避免

生态资源无序开发利用。在开展一些旅游活动时，如进村住宿、进山徒步、实地采摘果蔬山货等，

要处理好环境保护问题。

（七）加大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宣传力度，打造知名旅游品牌

首先，启动智慧旅游，加强游客服务站建设，推出多种智能化综合旅游服务平台，为游客量

身定制旅游产品，让游客能够切身体验到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及特色民俗。同时，搭建本地

旅游在线服务平台，为广大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旅游路线规划及订单交易服务。其次，实施边疆

民族地区旅游品牌战略，推进地理标志产品、商标和知识产权保护。最后，强化精品意识，引进

一批有想法、有实力的专业化旅游企业或者龙头企业投资，安置一批贫困户劳力就业 ，带动一批

贫困户发展旅游。① 可考虑成立旅游扶贫股份公司 ，扶贫部门利用扶贫资金、物资为股金 ，引导

贫困户以资金、劳力、土地等入股 ，让贫困户得到红利。形成品牌效应，整合乡村旅游资源，打

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线下通过边疆民族地区自然资源及民族文化的展示，以及多种社交媒介进

行宣传报道，精准营销，进行边疆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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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工作研究

宗教经济学之发展基础

杨志银

（云南财经大学区域发展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２１）

摘　要：宗教经济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政策基础 “三大基础”从时间起点、思想起

点、学术起点 “三个起点”上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蕴含的发展规律，是宗教经济学的

发展基础。宗教经济学的发展基础中，有两大基础至关重要：一是理论基础中的宗教典籍、

教规教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二是实践基础中作为传承主体发展载体的信教人数的发展分布

情况。

关键词：宗教经济学；发展基础；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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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经济思想理论体系、宗教经济实践进程、宗教经济政策制度是宗教经济学产生、发展和

发挥作用所依赖的三大基础。这三大基础构成一个稳定性极强的铁三角，成为支撑宗教经济学创

建发展的客观基础。这三大基础具有三个起点：时间起点、思想起点、学术起点。宗教经济学研

究的时间起点，是宗教产生和宗教经济兴起的时间点。各门宗教、宗教经济兴起的时间和条件不

同，①最早产生的原始宗教和原始宗教经济思想应该作为研究历史的时间起点。②宗教经济学的思想

起点，是各宗教典籍里的经济思想、经济原则。宗教经济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是神学者、经济学

者、其他学科的学者对宗教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政教合一、政教分离国家的政

党政府的宗教经济政策制度体系。“三大基础”从这 “三个起点”发展至今所取得的成就及其蕴

含的发展规律，就是宗教经济学的发展基础。宗教政策法规体系是宗教工作和宗教管理的依据，

是宗教经济学发展的法律保障和政策基础。由于宗教经济政策制度体系在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国

家之间，在政教合一的不同宗教国家之间的差异非常大，是值得另行专题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和

实践课题，故不作为本文研究重点。因为笔者对中国宗教经济管理依据的思想理论、国际背景、

制度保障、政策法规、对策措施等问题在 《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一书③和 《宗教经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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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党的宗教经济观和宗教经济政策的发展进程研究》等论文①中作了专门研究，在此不再赘述。

宗教理论是给信教群众树立宗教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也是宗教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及其理论基础。宗教经济理论主要由宗教的典籍、教义教规和神像构成。宗教界人士的传教

活动、信教群众是宗教信仰实践的主体和宗教传承的载体，以渗透着宗教文化、贯穿宗教信仰

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和宗教活动为内容的宗教经济，是宗教经济学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实

践基础。信教群众的生产生活、宗教组织机构的运转、宗教经济实体的自养经营等等，都是宗

教经济的构成要素，成为信仰生活的重要内容和形式。下面重点研究宗教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

础和实践基础。

一、宗教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宗教典籍的形成和构成

以宗教的教义教规为核心、典籍为主要内容、与时俱进的宗教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构成的宗

教理论体系，是宗教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笔者对世界三大宗教、道教、原始宗教等宗教典籍

中的经济学体系内容、学术研究成果综述已在 《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一书及 《对佛教典

籍暨教义教规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圣经＞暨教义教规和信徒行为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
究》《＜道德经＞暨道教教义教规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对＜古兰经＞和穆斯林行为中的政
治经济学思想研究》《对原始宗教典籍暨信徒行为中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研究》等文章中论述。② 下

面重点说明其理论基础中的典籍情况。

（一）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佛教典籍及其构成

佛法、佛典、佛像构成佛教学说理论的重要内容。佛陀所创建的和其他佛传承发展的这一系

列剖析说明和指点引导佛教徒的理论内容、方法途径、法则体系、经验秘诀等构成佛教典籍的

内容。

佛法是佛教学说的理论精髓。佛法，就是佛祖释迦牟尼佛所探索到的人生、世道、宇宙的真

实本面，并使众生明白由他诠释、指导解脱人间生死轮回痛苦和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道理、道

路，以及佛教徒依据这一真实本面而获得永恒幸福、绝对自由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佛法分为 “入

世间法”与 “出世间法”。入世间法，就是有智慧的世间人能通晓的道理和实现佛教目的的路径。

出世间法，就是解脱 “三界六道”中生死轮回的道理和路径。佛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剖析人生苦难，

揭示宇宙奥秘，实现解脱生死轮回的人生目的应该遵循的法则、方法和途径。概括起来说，佛法

就是佛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佛典是佛教及其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阶段编纂的佛教典籍对教义教规的理解有所不同，

但其核心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世界佛教共同重视的典籍，就印度佛教而言，最为重要的典籍有

《经集》《法句经》《阿含经》《清净道论》等声闻乘经论，《华严经》《金刚经》《维摩经》《法华

经》《胜经》等大乘经，以及印度大乘佛学概论 《大智度论》和 《瑜伽师地论》等。佛教从古

印度传入其他国家后，与所到国家及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融合发展，又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国家

属性、民族特色的教派及其佛教思想体系、教育体系、神鬼体系和文化体系，编纂出不同语系和

不同重点的佛教典籍。传入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的以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

在中国称为汉传佛教。汉传佛教的经典以汉语语系为主，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佛教学者的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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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撰述达５８２部，４１７２卷，约有４５亿字。① 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我

国云南傣族地区的，称为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经典以巴利语为主，巴利文的主要经典有 《南传大

藏经》《阿含经》《相应部经》《小部经》《本生经》《波罗夷品》《波逸提品》《法集论》《界论》

《佛音》《法护》《弥兰陀问经》等，修习目的是得证 “阿罗汉”果。从印度和中国内地两条路线

传入中国西藏和内蒙古地区，以及蒙古、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等地区的被称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

教。藏传佛教经典主要有 《现观庄严论》《入中论》《入菩萨行论》《般若经》《俱舍论》《量释

论》《戒律本论》 《菩提道灯论》 《怖畏九道金刚经》 《无上供养经》 《妙吉祥名号经》 《经藏十

地》，以及藏传佛教概论 《菩提道次第广论》和 《密宗道次第广论》②。就中国佛教而言，共同重

视的典籍有 《肇论》《三论玄义》《摩诃止观》《华严金狮子章》《坛经》《禅源诸诠集都序》《宗

镜录》等。③

佛教经典的总集为 《大藏经》④，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

圆寂后的４００年间，先后有４次集众编纂，弟子们为了保存释迦牟尼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

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内容。现存的 《大藏经》，按版本的不同，分为乾隆

藏、嘉兴藏等多个版本；在中国，按文字的不同分为汉文、藏文、巴利文等三大体系。大藏经又

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 《大藏经》按内容，分为经藏、律藏、论藏，称为 “三

藏”，其中的经藏，就是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

教在内；律藏，就是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的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藏，就是关于佛教教理的阐

述或解释。其后，又增加了有关对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 “藏外典籍”，称为 “杂藏”，与

“三藏”合称为 “四藏”（在一些 《佛学大词典》中，有的把 “四藏”分为经藏、律藏、对法或

论藏、明咒藏），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此外，在这 “四藏”基础上，加上 “咒禁藏”，形成

“五藏”之说。《大正藏》，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汉文大藏经，今天所说的 《大藏经》一般通指

《大正藏》。《大正藏》全称 《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十三年 （１９２４）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

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１９３４年印行。此外，大藏经用

语研究会编辑出版的 《大正藏索引》，为佛教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

大了佛教典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如 《永乐北藏》共收录佛教经籍１６６２部，６９３０卷，分为６９３函，

当代重刊该书，全书为２００册，每套重７５０公斤，定价８８万元。⑤ 《中华大藏经》自１９８２年开

始，历时１５年出齐 “正编”１０６册，纂修有２００余册２６亿字的 《续编》。２００３年，河北佛协成

功地重印乾隆版 《大藏经》后，政府、佛协和佛教居士齐心合力，于２００５年印行百卷 《大正藏》

７００部，开启了大陆佛教典籍出版的新篇章。⑥

（二）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基督教典籍及其形成进程

《圣经》是规定基督教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最重要的典籍，是基督教信徒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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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广釮：《怎样读佛经———佛教研究经验谈之一》，《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第９—１０页。
刘朝霞、王永会：《佛教学者的本分与社会责任———陈兵教授访谈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

版）》２００６年第７期，第１４９—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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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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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活动和生活行为的准则。《圣经》由用希伯莱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写成的 《旧约全书》（简称

《旧约》，犹太人不称 “旧约”）和 《新约全书》（简称 《新约》）两大部分构成。新约和旧约全书

的写作时间历时１５００多年。其中的 《旧约全书》是犹太教的经典，狭义上其典籍是指 《旧约》

的前五卷，又称 “律法书”或 《摩西五经》。由于最初用不同语种写成和不同派系印制的 《圣经》

文集，在编译内容的选取和书目的顺序上都有所不同，在公元３８０年前后，早期大公教会通过严

格查证对圣经中应包括的经卷达成一致。对此，现代最流行的国际通用英文版 《圣经》在前言中

有所说明。因此，在不同阶段编印的不同版本的 《圣经》包括的经济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在表

述上有所不同，内容上也存在一个不断形成和完善的进程。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圣经》是

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目前，中文版 《圣经》为１９１９年面世的 “和合本”，分为文理本、

浅文理本、官话本。前两种使用文言文，官话本用当时的白话文。联合圣经公会在１９８３年决定修

订官话和合本，２００６年完成了新约部分的修订，即 《新约全书———和合本修订版》。在中文版

《圣经》中，用来表达耶和华意愿意志强力程度的文字，主要有晓谕、吩咐、立约、条例、命令、

律例、法度等形式，用以规定教徒不同的职责和责任，不同的表达方式强调不同效力和效果。例

如，民数记第３章里针对利未人、哥辖子孙、革顺子孙、米拉利子孙的职责就作有不同规定。民

数记第５章里对 “疑妻不贞的试验条例”（民数记５：１１—２９）的有关试验的目的、程序、方法、

用品、结果等也有详细规定。①

（三）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伊斯兰教典籍及其形成

在 《古兰经》以前的经典有 《讨拉特》或 “摩西法律”、《引支勒》或 “福音书”、《宰逋

尔》或 “大卫诗篇”，被认为是安拉的启示。② 《古兰经》在穆罕默德生前未汇集成册，是在阿

布·伯克尔哈里发时期才汇集成册，公元６５１年校订的 “定本”（奥斯曼本）成为之后流传版

本的依据，由３０卷，１１４章，６２００余节经文构成。《古兰经》包含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体系、

穆斯林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礼仪制度、道德规范、文化艺术制度、饮食禁忌制度，伊斯兰教

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为了指导世界穆斯林的生产和生活，编辑出版了多种语言的 《古

兰经》版本。全世界每年到底印刷发行了多少 《古兰经》和其它经书，未查找到统计数据。仅

在沙特，２００４年国王法赫德指示为朝觐客人赠送１２０万本新印的 《古兰经》，并附有１６种不同

外文的译文，供接受者选择。美国 “９·１１事件”吸引了众多西方人关注伊斯兰教。在美国书
店里所有的伊斯兰教书籍在 “９·１１事件”后两周内全部售光；在德国，穆罕默德·豪夫曼协

助翻译的德文 《古兰经》在 “９·１１事件”这年销售量上升了四千倍。一时间西方国家伊斯兰

教书籍供不应求。③ 中国国内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今有１０种汉语全译的 《古兰经》版本：汉族

学者铁铮参照英译本从日文翻译的 《可兰经》 （１９２７年在北平出版）；姬觉弥等人从日文和英

文本翻译的 《汉译古兰经》（１９３１年在上海出版）；王静斋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 《古兰经译

解》（１９３２年北平出版文言文甲种本，１９４２年宁夏出版经堂语乙种本，１９４６年上海出版白话文

丙种本）；刘锦标翻译的 《可兰经汉译附件》（１９４３年在北平出版）；杨敬修从阿拉伯文直接翻

译的 《古兰经大义》（１９４７年在北平出版）；时子周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 《古兰经国语翻译》

（１９５８年在台北出版，１９７８年香港重印）；马坚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的 《古兰经》 （１９８１年在

北京出版，１９８６年被沙特法赫德国王印刷厂选为权威汉译本重印）；林松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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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古兰经韵译》（１９８８年在北京出版）；仝道章翻译的 《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译本》（１９８９
年在南京出版）；周仲曦翻译的 《古兰经》（１９９０年在伦敦和新加坡出版）。这些版本中影响较
大的是马坚、林松的两种译本。１９８７年云南省影印发行木刻版 《古兰经》后，先后三次影印了

３５００部。之后第４、５次影印了２０００部，１９８８年第６次又影印了２０００部，行销国内外，并成
为国际交往中的珍贵礼品。① 我国已翻译出版发行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多种文字版

的 《古兰经》等伊斯兰教经典，编辑发行 《新编卧尔兹演讲集》系列等读物和杂志，总量达

１７６万余册。②

“圣训”不是穆罕默德本人撰写的，而是他生前传教期间的言行记录，他对 《古兰经》准则

的所有解释或比喻性阐述，以及他在场而默认的圣门弟子的言论和言行部分的称谓；行为部分称

为 “圣行”，一般将言论和行为两者合称为 “圣训”。 《圣训》因整理者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版本。

根据圣门弟子的不同记录整理出１０部圣训集。《古兰经》奥斯曼定本出现后，推动了圣训学、教
法学、教义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从８世纪开始对圣训的考证、辨伪、编辑等研究工作，至９世纪
后半叶，先后编辑了 “六大圣训集”③。但是，伊斯兰各个教派推崇的圣训集有所不同：逊尼派穆

斯林推崇的６部是：《布哈里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穆宛脱圣训实录》《穆斯纳德圣训
集》《达吾德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什叶派穆斯林推崇的４部是：库莱尼汇编的 《宗教

学大全》、巴布外希·库米汇编的 《教法学家不必光顾的人》、西图汇编的 《圣训辨异》和 《教法

修正》，什叶派神学家汇编而成的这４部圣训集，又称为 《四大圣训集》或 《四圣书》。在１０部
圣训集中，由圣门弟子布哈里和穆斯林·本·哈贾吉记述整理出来的 《布哈里圣训实录》和 《穆

斯林圣训实录》，是全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共同遵循的两部圣训集。④

（四）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道教典籍及其重要内容

道教初创时，除 《道德经》和 《老子想尔注》为主要经典外，新经书有 《太平经》⑤ 和张道

陵写的道书若干篇，此后，新造经渐多。道教的诸多经文，无论在道教产生前或后的经籍文献，

都不是专门为道教而创设的，其中绝大多数是德高道士有感而发的经典被教派列为经文。道教的

经典被称为道藏，包括道教的经戒、科仪、符图、炼养等几类经书，以及诸子百家书籍。⑥ 至清康

熙年间，彭定求编纂的 《道藏辑要》收入道书２００余种，按二十八宿字号分为二十八集，共２００
余册。全国现有道情名目１１５种。⑦ 其中，《道德经》被道教奉为最著名的典籍。

《道德经》又称 《老子》或 《老子五千文》，是两千多年前春秋末期楚国苦县 （今河南省

鹿邑县）人老子所著的哲学著作。它包括 《道经》和 《德经》两大部分。《道经》主要讲宇宙

起源、万物运作规律等天道， 《德经》主要讲人德，是人们顺应天道为人处世的人道和世道。

后来，《道德经》被东汉时期成书的 《老子想尔注》基于宗教立场进行诠释，系统地改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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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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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继德等著：《云南伊斯兰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６８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０４

月０４日，第９版。
周立人著：《思想纬度的重构———以跨文化的势域解读伊斯兰文化》，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年，序。
姚继德等著：《云南伊斯兰教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１３页。
《太平经》，又名 《太平清领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据史书记载成书于汉代的 《太平经》就有三种，

其共同之处是继承了老子之道和传统的天神信仰，重构早期道教 “天人合一”的神学思想，提出了神仙不死的长

生观念；主张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和老子学说为治国方针，提出治国方略、修养方术和善恶报应观念。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３５页。
武艺民著：《中国道情艺术概论》，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６４页。



把道家的 “道论”和 “德论”与长生成仙说、民间道术融为一体，实现了从道家哲学向宗教神

学理论的转换，为道教的最终形成和传播做了理论准备①。该书最早提出 “道教”之名②，老子

及其 《道德经》因此而被道教奉为教祖和最著名的道教典籍。先秦道教思想和道家文化也经历

稷下道家、黄老思想的传承发展，与方仙道合流成为早期的道教思想和道教文化。２０１１年宗教
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由熊铁基教授带领十几位专家学者承担的大型古籍文献工程 《老子集成》，

汇集从战国至１９４９年历代重要的 《老子》传本、注疏本计２６５种，共１５卷１１００万字。《道德
经》对 《黄帝内经》《太平经》 《庄子·逍遥游》 《抱朴子内篇》等后世著作都产生过较大影

响。《道德经》和道教不仅影响了西方哲学家，而且影响到魁奈、斯密等西方的经济学家和西

方主流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可以称得上是历变不衰经济学思想的奠基之作。③ 《道德经》在全球

的传播和影响非常广泛。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被译成外国文字在西方的发行

量仅次于 《圣经》。④

（五）作为宗教经济学发展理论基础的原始宗教典籍及其重要内容

原始宗教最初没有经文，后来逐渐将神话、史诗等移植到宗教仪式中产生了一系列仪式经籍，

经籍大多保存在巫师和祭司的记忆里，世代口耳传承，绝大多数都没有文字典籍。文字经籍出现

后，才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向理性化和理论化方向迈进。这标志着原始宗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即后原始宗教阶段。在我国有文字的经典主要有：彝族的毕摩经、纳西族的东巴经、摩梭人的达

巴经、藏族早期的苯教经典和水族的经典等。

彝文毕摩经典。据四川凉山州美姑县毕摩文化研究中心调查，仅该县毕摩收藏和使用的经书

就有１１５千卷。当地毕摩把经书分为尼素、斯吉和枯色三大部类，形成独特的仪式经书体系。⑤

东巴经典。《东巴经》是负责主持东巴教的东巴经师用原始象形文字⑥写成的专用经典，内容

涉及战争、宗教、民族、文化、哲学、历史、舞蹈、伦理道德及医药等诸多方面。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全部 《东巴经》译稿，共计１６开本１００卷，收录经书译本１０００册，
全称 《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林向萧总结介绍了国内外东巴经典的研究情况。⑦ 宋光淑从２００２
年底在公开出版物和内部出版物上发表的论著中，以精选的２１１４条论文和４８０多条专著和外文论
著为依据，对纳西东巴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分析。⑧ 木仕华述评了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西方关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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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梁宗华：《道宗哲学向宗教神学理论的切换———＜老子想尔注 ＞ “道”论剖析》，《哲学研究》１９９９年
第８期；卿希泰：《明太祖朱元璋与道教》，《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１０３４页。
胡培兆： 《＜道德经 ＞的经济学解读———读 ＜历变不衰路线图：道德经大发现 ＞》，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１１年第７期，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钱钟书先生１９３５—１９３７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期间，在皮埃尔·马蒂诺 （ＰｅìｒｒｅＭａｒｔｉｎｏ）的 《十七、十八

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东方》等著作的启发下，完成的学位论文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深刻地揭

示出了这个时期英国的 “中国热”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杨志银：《＜道德经 ＞暨道教教义教规中
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巴莫阿依：《彝文仪式经书与彝文＜驱鬼经＞》，《中国典籍与文化》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１００—１０４页。
东巴文是一种十分原始的图画文字，属于象形表意文字类型，单字总数约１６００个。这种文字大约产生于

公元７世纪初，被誉为人类社会文字起源和发展的 “活化石”。参见范常喜： 《从汉字看东巴文中的超前发展现

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林向萧：《东巴文化走向世界之路》，《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年第６期，第４４—

５１页。
宋光淑：《纳西东巴文献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４—１９页。



西文化的研究。① 东巴文化已经成为丽江，甚至云南旅游业中的文化产业和特色经济。

达巴经典。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摩梭人没有文字。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从目前所看到的达

巴经书来看，摩梭人已有文字，起初可能是刻画符号，后来以绘画的形式，绘神像、写经书。在

此基础上又发明了象形文字书写体，其文字比东巴象形文字还要原始。相传达巴经有１６０部，我

国研究摩梭文化的学者杨学政搜集整理了９０多部。在宁蒗县政协的大力支持下，１９９９年出版了属

于摩梭人自己的第一本书 《摩梭达巴文化》，它生动地记叙了摩梭人关于宇宙万物的起源、始祖创

世，先民采集、渔猎、部族争战、游牧迁徒等，还记叙了有关天文、历法、医药、美术、舞蹈、

民间故事等，同时还有对天、地、日、月等自然神灵的颂歌，对祖先的赞颂，对疾病、灾害恶神

的诅咒，以及祈祷部族繁荣昌盛、健康长寿的祝词等等。

（六）神像是宗教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１神像谱系在宗教学说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每种宗教都有属于自己的神像谱系。各大宗教的神像谱系是其教义教规、宗教内容的具体化

体现和形象化表达。各大宗教神像的雕塑、雕刻、画像，在宗教和宗教经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特殊的价值和特别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② 所以，我们

研究教义教规，研究宗教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必须研究它的神像谱系。

属于一神论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对于神像的摆放场地、崇拜条件、应用范围

都有严格规定和条件限制。笔者去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奥地利、捷克等世界多地

学习考察时，亲眼目睹到基督教大教堂里的神像谱系，其内容非常丰富，神的塑像、雕像、画像

非常之多，设计之巧妙、建筑之宏伟、技艺之高超、文化之丰富、艺术之美妙，汇集和积聚了西

方世界各个时代的最高智慧、最强能力和最好宝藏，这些构成基督教经济学的无价之宝。

多神论的神像谱系多样多变，非常复杂，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神像谱系的构成和内容有

所不同。下面重点分析佛教、道教的神像谱系情况。

２佛像谱系与寺庙

佛教的神像谱系是佛教学说和佛教经济学的最重要内容。佛像在佛教神像谱系中的地位最高。

佛像造像比佛教学说形成的时间要晚一些。据日本人羽溪谛研究，佛像造像始于公元后一、二世

纪。③ 佛像的造像方式主要有雕塑、雕刻、画像等多种方式，安放的场所有室内、石窟、露天等多

种场地。现在人们所见到的室内佛像谱系往往与寺庙融合为一个整体。从产生时间看，寺院建造

早于佛像造像。

释迦牟尼及其随从弟子最初过着游化生活，随着僧人增多和集会需要有场所，每年 “雨安

居”④ 时更需要有专门住处，加上有信徒要求供僧，于是产生了 “伽蓝”。伽蓝是佛教寺院的雏

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僧院，是僧众居住、办道的宅舍。除大伽蓝外，尚有小型的小屋，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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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仕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西方关于纳西文化研究的述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１９９９年第１期，第８８—９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５５页。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１９８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第３页。
印度每年５—８月是雨季时节，游化生活与树下住都不便，且路上虫蚁较多，此时出游难免践踏生草伤害

虫命，所以佛陀将每年雨季定为 “安居期”。



“兰若”。据说第一位供养房舍给僧众的居士，是频婆娑罗王。① 他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内，建

造了 “竹林精舍”。佛陀为此专门制定了营造伽蓝的基本法则。完备的伽蓝门前有 “门前水阁”，

是一个以泥壶藏水的地方，供信众入寺前净面洗手足用。此特点传入中国后，演变为寺院前的蓄

水池、蓄水缸等。佛灭后，佛弟子为纪念佛陀，开始建塔，促使塔与石窟的兴起。石窟，始于阿

育王时期，有礼拜窟和禅窟两种基本类型。禅窟为僧众禅修和居住之地。印度早期礼拜窟里没有

佛或菩萨的像，晚期石窟除塔之外，佛像随处可见。佛教传入我国以后，产生了敦煌、云冈等石

窟艺术。由于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早有建筑艺术，加上气候因素的影响，中国僧人从一开始就

住寺院，无住石窟的传统。中国石窟一般很小，无讲经堂，都是雕像画佛，作为观像之用，在洞

窟前或旁另建寺院，作为僧众居住和集会的地方。

建造寺院、塔及佛像的目的是供人瞻礼，为众人提供聚集礼拜的场所。从释迦牟尼佛初创的

伽蓝基本法则，到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建造的佛教寺院，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发展。佛教传到

中国后，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 （公元６８年）的第一座伽蓝是白马寺，号称 “中国第一古刹”，

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② 中国佛寺建筑自有特色，呈院落式格局。院落式格局的结构

有两大特点：早期以塔为主体，塔建立在寺院中心，院庭有廊围绕，正中院庭的前面有殿堂，房

院为僧房。后期以佛殿为主体，很大程度是由于北朝时王公大臣施舍邸第为佛寺之风盛行，这些

寺院因原系私人住宅，很少重新造塔，而以正厅供奉佛像代替佛塔。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汉式佛

寺布局已基本定型，采用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重，常有数十院之多，层层深

入，回廊周匝，廊内壁画鲜丽。按照中国的营造法则，在南北中轴线上为主要建筑物，在东西两

侧为附属设施，布局对称。北宋以后，因僧众与信众增多，所有寺院都建立了佛殿。后期以佛殿

为主体。

东晋慧远大师居庐山东林寺，开启山林佛教及其丛林生活。之后，唐朝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禅

寺的僧居，称为 “丛林”，主张不立佛殿，故深山的一些寺院，最初只有方丈、法堂、僧堂、寮舍

等建筑，并不设佛殿，与佛世伽蓝的风格最为相近。丛林寺院的规制格局：寺院主体建筑一般按

“川”字形布列，包括供佛、菩萨、护法神像的三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伽

蓝殿；安置法宝藏经的藏经楼；供祖师的祖师殿；供讲经说法、集会、坐禅、传戒用的法堂、禅

堂、念佛堂、学戒堂；供僧众起居、接待用的方丈、茶堂 （方丈接待室）、客堂、僧寮、客寮、廷

寿堂 （养老之处）；容四海云游僧的云会堂；藏舍利、骨灰的佛塔、塔院、海会塔，置钟鼓的钟

楼、鼓楼及放生池、莲池、亭台园林等。明代以来，最常见的 “伽蓝七堂”的建筑格局，一直沿

袭至今，七堂为佛殿、法堂、僧堂、库房、山门、西净、浴室。另设转轮藏殿或藏经楼，便于僧

众习读之用。

从截至现在建造的佛像来看，主要包括佛、菩萨、罗汉、天神四大基本类别，佛教庞大的神

鬼体系也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其中，佛是佛教的最高尊神，大乘佛教宣传三世十方，处处

有佛无数，在佛典和寺庙里最常见的佛有现世教主释迦牟尼佛，还有过去世的燃灯佛、未来世的

弥勒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③ 次于佛的果位是菩萨，菩萨修到

功德圆满也是佛；次于菩萨的果位是罗汉。菩萨是能悟佛道、发愿普渡众生的 “候补佛”。常见的

菩萨有释迦牟尼佛像旁的文殊和普贤，阿弥陀佛像旁的观世音和大势至。在中国，观音、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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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杨志银著：《宗教经济的起源和规律研究》，第１１９页。
余桂元：《中国著名的寺庙宫观与教堂》，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４—７页。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２００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５页。



普贤、地藏合称四大菩萨①。观音菩萨又有白衣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水月观音、四

臂观音、鱼篮观音、送子观音等。罗汉是灭除烦恼、超越生死而进入涅?果味的解脱者，有十六

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之说。天神是佛的护卫神，如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南方

增长天王、北方多闻天王等四大天王。鬼有多种多样，以饿鬼最多。②

３道教的神灵谱系是道教学说和道教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道教的神灵谱系主要有尊神、俗神、神仙三大类。③ 尊神是道教信仰的主要神灵，其中元

始天尊、太上老君、灵宝天尊等 “三清天尊”是最高的尊神。起初，玉皇大帝只是三清天尊中元

始天尊下属之神。经过唐宋两朝，玉皇大帝的地位有了极大的变化。唐代皇室尊奉同姓的老子为

宗祖，宋王朝把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玉皇正式列入国家祭天大典，并为玉皇加上多重尊号，提高玉

皇大帝在教内诸多神灵之中的地位，开始构筑以玉皇大帝为首的昊天三界之尊、“四御”“六御”

“七御”等神仙谱系。④

二、宗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信教群众的发展分布情况

（一）世界佛教信教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佛教理论自创建以来就一直为佛教群众提供了解决人生苦难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世界观、方

法论和思维路径。因此，中外数以亿计的佛教信众和佛教国家践行佛教理论，为宗教经济学的产

生、传承、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下面从古今中外佛教信众的发展和分布情况，来看

宗教经济学发展的信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据 《国际宣教研究公报》公布，全世界佛教信教人数１９００年为１２７亿人、１９７０年为２３３亿

人、２００７年为３８６亿人，⑤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８日发布了 《２０１０年全球宗教景

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该报告称，２０１０年，全球约有４８８亿佛教徒，占世界总人

口的７％。亚洲佛教徒约占比世界佛教徒总数的９９％，占亚洲总人口的１２％，北美和欧洲佛教徒

超过１００万人。

从佛教信徒占全国人口比例较高的国家分布情况看，１９９０年代，斯里兰卡占７０％，缅甸占

８０％，泰国占９５％。⑥ 以下是笔者从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杨增文主编的 《当代佛教》一书中整

理出２０世纪末期佛教信徒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分布发展情况：韩国１９７７年１３００万，人口占比３５％

（Ｐ２８９）；英国１９８０年１２万人 （Ｐ３２６）；印度１９８１年４７１万人 （Ｐ５７）；日本１９８７年９２９４万

人，人口占比４３５％ （Ｐ２３１）；法国１９８９年５０万人 （Ｐ３３４）；美国１９９０年４０万人 （Ｐ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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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佛教里的菩萨传入中国后被汉化，早期在信徒中名气最大的菩萨有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三位，

随后又加入地藏菩萨，构成 “四大菩萨”。文殊菩萨的来历众说纷纭，文殊的全称是文殊师利，是外来语，梵文的

音译，意思是 “妙德”“妙吉祥”。在一般寺庙里，文殊菩萨通常作为佛主的左胁侍，专管智慧，被佛教盛赞为

“大智”，其塑像大多非男非女。在唐代以前唇上常画有蝌蚪形的小胡子，颇似美丈夫；宋代以后，小胡子没有了，

面容更加秀丽，腰枝窈窕，趋于中国美妇女模样。她的坐骑是一头青狮，表示智慧威猛；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

利。其说法道场在山西五台山，五台山作为文殊圣地始于唐代，五台山在唐代最兴盛时有佛寺３６０多座，僧尼逾
万人。密宗的文殊菩萨，其造型是顶结五髻，表示大日如来 （释迦牟尼佛的法身）之五智；其雕像中还有千手千

臂或千手千钵的造型。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２００神》，第４—５页。
马书田著：《超凡世界：中国寺庙２００神》，序第５页。
王玲：《玉皇信仰的文化解读》，《中国宗教》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５４—５５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７页。
龚学增主编：《宗教问题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９、１１３、１４４、２１６页。



１９９０年代，尼泊尔８６７万人、人口占比６１％ （Ｐ４４）；斯里兰卡 ２００万人、人口占比 ６９３％
（Ｐ９１）；印度尼西亚５００—１０００万人 （Ｐ２０６）；缅甸僧尼１０多万人，信徒人口占比８０％，佛寺２
万座，历史上佛寺最多时有４４４６７７３座。《２０１０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
显示，佛教人口最多的 １０个国家在亚太地区，而这些国家佛教徒的人数占世界佛教徒总数的
９５％。世界５０％的佛教徒生活在中国。佛教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是泰国，占世界佛教徒的１３％，
其余国家占比佛教徒情况是日本９％，缅甸８％，斯里兰卡３％，越南３％、柬埔寨３％、韩国２％、
印度２％、马来西亚１％。①

历史地看，这１００多年来，佛教信教人数的增速远远快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佛教信众在全球
各大洲均有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在亚洲的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二）中国佛教信教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中国佛教信教人数的历史发展情况。据资料记载，汉魏时期的职业僧人主要是来自西域的外

来和尚，从 《高僧传》所记载的汉魏时期的１７位僧侣来看，几乎全为外国人，他们是摄摩腾、竺
法兰、安清、支楼迦谶、竺佛朔、安玄、严佛调、支曜、康巨、康孟祥、昙柯迦罗、康僧铠、昙

帝、帛延、康僧会、支谦、维祗难。从所见到资料中有关的僧尼、寺庙、人口和僧尼占人口比例

等数据归纳整理在表１，大体可以看出全国寺庙数和僧侣数的变化历史。

表１　２６５—２０１８年中国寺庙数和僧侣数的变化历史表 单位：人，座 （处）

年代 僧尼或教职人员 寺庙或活动场所 人口 备注

西晋 （２６５—３１７） 两京僧尼数为３７００ １８０

东晋 （３１７—４２０） ２４０００ １７６７

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 《中

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南

北

朝

宋 ３６０００ １９１３

齐 ３２５００ ２０１５

梁 ８２７００ ２８４６

陈 ３２６００ １２３２

北魏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② ３２００００００

北齐 ３００００００③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北周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００

④，⑤，⑥

隋

文帝 ２３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炀帝 １６２００

末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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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２０１０年全球宗教景观———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
西部佛学网，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２５５１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ｊｄｔ／ｋ／２０１３０１／１３６２８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５日。

国家大寺４７所、王宫贵室五等诸侯寺院８３９所、百姓造寺３００００余所。为此寺僧也就有了官僧、私僧和
民僧之分。谢和耐著，耿癉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４—１５页。

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根据 《辨证录》和 《是氏通鉴》记载；引自何兹全主编： 《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

１９８４）》，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７９页。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１９８４）》，第１３页。
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１９８４）》，第４０页。



年代 僧尼或教职人员 寺庙或活动场所 人口 备注

唐

唐 ４６００
６２４ ０３５％
８世纪 ０５８％
９世纪 ２６０５００ ４４６００① １％

②

元

明

清

１２９１ ２１３１４８ 宣政院统计③

１５８６—１５８７ ５０００００ 估计数④

１６４４ １１８９０７ ７９６２２ 清初礼部统计⑤

新

中

国

１９４９ ５００００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余座 ⑥，⑦

２０１８ ２２２０００ ３３５００ 　⑧

（三）基督教信徒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基督教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传播最广、信教人数最多。基督教传遍全球，分布于１６０个国家和
地区，２００７年全球基督教信徒达到２１９６亿人，⑨ 占世界人口的１／３。

基督教传教士从唐太宗贞观九年 （６３５）首次进入中国西安开始传教，当时称为 “景教”。之

后，在唐朝会昌五年 （８４５），唐武宗诏令禁佛，景教也遭波及而在各地绝迹。元朝时，基督教再
次传入，元灭后又消亡。明朝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天主教耶稣会派利玛窦到中国，使天主教在中国
得以立足。１８０７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在中国传播开来。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
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基督教徒有７０多万人。２００３年教徒
达到１６００万人。瑏瑠 ２０１４年在２３００万至４０００万之间，约占我国总人口的１７％—２９％。瑏瑡 ２０１８年
基督教共有教徒４４００多万人，教职人员６５万人，其中天主教信徒约６００万人，天主教教职人
０８万人。瑏瑢 教徒结构变化呈现出五大特点：女性多于男性、年轻化、文化程度有所提高、教会资
产稳定增加、信徒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加大。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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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全国有寺官赐匾额４６００余所、招提 （私造者）、兰若 （最小的寺院）４万余所。张晓华主持：《唐代宗教
政策及其对当代社会稳定的警示性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０１１４２），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２００２年６月。

中国在６２４年共有占人口总数０３５％的佛教出家人，八世纪初叶为０５８％，九世纪中叶占１％多。［法］
谢和耐著：《寺院经济》，耿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７页。

罗莉著：《寺庙经济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４页。
全国有度僧５０余万，“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尚不在内，《清经世文编》卷七，载倪岳 《青?漫稿》

（一）。专家估计明末僧尼不会低于５０万人。牟钟鉴、张践著： 《中国宗教通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７６４页。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 （一）》，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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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２０１４年，第８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 《人民日
报》，２０１８年０４月０４日。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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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穆斯林的人数发展和分布情况

目前，穆斯林分布在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① 世界穆斯林人数及其增长情况：１９００年２亿
人，１９７０年５４８亿人，２００７年１３５９亿人，年均增长率１９００—１９７０年为１４５％，１９７０—２００７年
为２４９％。② 目前全球的穆斯林达到１５７亿人。③ 据预测到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１８１１亿人。④ １９８０年
代末期，穆斯林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分布情况见表２⑤。

表２　１９８０年代末期世界穆斯林的分布情况表 单位：万人，％，座。

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西

亚

沙特阿拉伯 １４４３ １３７０８ ９５
科威特 ２０５ １７７７ ９３ １０００
巴林 ４９ ４７ ９６
卡特尔 ４２ ４２ １００
阿联酋 １７６ １６１９ ９２
阿曼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００
伊朗 ５５００ ５３９０ ９８
阿富汗 １５８１ １５６５１ ９９ １５０００
土耳其 ５６７４ １６１７３ ９９
伊拉克 １７２５ １６３８８ ９５ １６０００
叙利亚 １１７１９ １０１９６ ８７
约旦 ３０１ ２７９９ ９３
黎巴嫩 ２７１３ １４６５ ５４
巴基斯坦 ５０６ ４５５４ ９０
也门 １２００ １１８８ ９９
以色列 ４５３７ ５９ １３
塞浦路斯 ６９ １３１ １９

北

非

地

区

埃及 ５４００ ４９６８ ９２ １８００００
利比亚 ４３０ ４２１４ ９８
苏丹 ２３８０ １７３７４ ７３
突尼斯 ７８９ ７８１１ ９９ ６５０

阿尔及利亚 ２３７０ ２３４６３ ９９ ３２００
摩洛哥 ２４００ ２２８０ ９５

毛里塔尼亚 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西撒哈拉 １６ １６ １００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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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沈晓明主编：《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２７页。
沈晓明主编：《伊斯兰银行知识读本》，第１页。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写：《公务员宗教知识读本》，第２７页。
表２中人口数据源于 《世界知识年鉴》１９９０／１９９１；穆斯林人数、比例等除根据上述材料外，还根据科威

特 《阿拉伯人》所载１９８７年１月第五次伊斯兰会议发布的相关数字。主要数据参见金宜久主编： 《当代伊斯兰
教》，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８８页。部分数据源于或有新数据可参见阿立·蒋敬编译：《环球穆斯
林散记２００４》，表中备注书名 《环球穆斯林散记》及页码。部分数据从 《世界宗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等其

它资料查找获得。《古兰经》和 《圣训》成为沙特阿拉伯等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的法律依据，由相关国家的司法部、

教育部、宗教基金部等部门负责执行，参见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第３４页。



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南

亚

印度 ８１６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１２
巴基斯坦 １０７００ １０３７９ ９７
孟加拉 １１９００ １０１１５ ８５
不丹 １３１ ３９３ ３

马尔代夫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００
尼泊尔 １７９９ ３５９９ ２
斯里兰卡 １６５９ １１２８１ ６８

东

南

亚

印度尼西亚 １７４００ １５６６０ ９０ ３６９７６０
菲律宾 ６０１０ ４８０８ ８
马来西亚 １７３７３ ８３３９ ４８ ２０００
柬埔寨 ７４０ ２１４６ ２９ ３２０
老挝 ３８２８ ４２１ １１
缅甸 ３９３５ １５７４ ４ ２２６６
泰国 ５６１０ ２２４４ ４ １４３５
文莱 ２４１４ １４ ６０
新加坡 ２６５ ４４７８ １６９
越南 ６４４０ ６４４ １０

中

亚

外

高

加

索

乌兹别克 ２０３２ １７６７８４ ８７
哈萨克 １６６９ ７００９６ ４２
吉尔吉斯 ４３７２ ２８４１８ ６５
塔吉克 ５５１２ ４７４０３ ８６ ３００
土库曼 ３６２１ ３００５４ ８３
阿塞拜疆 ７１４５６ ５８５９４ ８２
乌克兰 ５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８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索马里 ５８０ ５７４２ ９９
马里 ７６２ ５１８１６ ６８

塞内加尔 ６３５ ５４６１ ８６
尼日尔 ７２４９ ６１６１７ ８５
尼日利亚 １１２２５ ８９８０ ８０
乌干达 １６４０ ４９２ ３０
几内亚 ６５０ ５２０ ８０
乍得 ５５０ ９３５ １７

布基纳法索 ８５０ ２１２５ ２５
喀麦隆 １０７０ １６０５ １５
冈比亚 ８１７ ７０２６ ８６
吉布提 ４６ ４３７ ９５
几内亚 ９０ ３１５ ３５
科摩罗 ４４１ ４３６６ ９９
加蓬 １３０ ３９ ３

塞拉利昂 ３８２２ ２６７５４ ７０
贝宁 ４４５ ６６７５ １５

埃塞俄比亚 ４７８８ １６７５８ ３５
坦桑尼亚 ２３００ ７３６ ３２
科特迪瓦 １１００ ３６３ ３３
加纳 １３９０ ２６４１ １９

莫桑比克 １４９３ ２０９ １４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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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撒

哈

拉

以

南

非

洲

肯尼亚 ２３００ １６７９ ７３

马拉维 ８００ ８８ １１

扎伊尔 ３３５２６ ５０３ １５

南非 ３３７５ ５０６ １５

多哥 ３４０ ４０８ １２

利比里亚 ２５１ ３７７ １５

卢旺达 ６７５ ３３８ ５ ５００

毛里求斯 １０７５ １７７ １６５

中非共和国 ２８５ １７１ ６

马达加斯加 １０６３５ １０６ １

布隆迪 ５０６ １０１ ２

留尼汪岛 ５６９ １３ ２３

博茨瓦纳 １２１ ２４ ２

莱索托 １６８ １７ １

东

欧

和

南

欧

阿尔巴尼亚 ３１８２４ １９０９ ６０

保加利亚 ８９８５ ８０９ ９

波兰 ３７９０ ０３ 低于１

前捷克斯洛伐克 １５６５ ２ 低于１

罗马尼亚 ２３１５１６ １０ 低于１

希腊 １００１ １５０１ １５

前南斯拉夫 ２３５５９ ３１８ １３５

西

欧

和

北

欧

爱尔兰 ３５４ 低于１

瑞士 ６６２ ０７５ 低于１

奥地利 ７５５５３ ８６９ １１５

比利时 ９８７６ ２４６９ ２５ ３００

冰岛 ２５１７ 低于１

丹麦 ５１２９８ ３ 低于１

挪威 ４２２８ １２ 低于１

瑞典 ８５２６ ４５ 低于１

德国 ７７７６８６ ２１３８６ ２７５ ６１３

法国 ５６３０ ２５３３５ ４５ １０００

芬兰 ４９５４４ ０１５ 低于１

荷兰 １４８０５２ ３１０９ ２１ １０００

葡萄牙 １０４１ ０２ 低于１

西班牙 ３８９９６２ ５ 低于１ ３００

英国 ５７０６５ ８１６０ １４３ １０００

意大利 ５７４４０５ １２５ 低于１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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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国家或地区
人口

（万人）

穆斯林

（万人）

占人口

比例 （％）

清真寺

（座）

北
美

美国 ２５０１８ １６０—９００ ０６—３６ ６００

加拿大 ２５３０９ ９８—１５ 低于１

其

它

地

区

澳大利亚 １８００ １５ 低于１

斐济 ５７ ５ ８７ ２００

日本 １２２２４ ６ 低于１

韩国 ４１６２ ３ 低于１

巴西 １４１７６ ２０—１２０ 低于１

阿根廷 ３２６０ ３０ 低于１

苏里南 ４３ １０ ２３

目前我国１０个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为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撒拉族、哈萨克
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现有２１００万人口。① 伊斯兰教教
职人员５７万余人。② 这两千多万穆斯林生产消费的清真食品和伊斯兰教的国际交流，都需要强大
的经济支撑，这也是伊斯兰教经济的重要内容和经济思想来源之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组织

穆斯林赴沙特参加朝觐活动，从２００７年起，每年人数均在１万人以上。
此外，中国共有道教宫观９０００多处，道士约４８万人，道教院校５所。２００７年中国道教学院

的首届研究生班学生毕业，成为道教史上第一批由道教界自己培养的高学历人才。道教学校的学

历招生不面向社会，只招道士。③ 学员经过学习，各门功课考试合格，由学校发给教内承认的毕业

证书。原始宗教或民族民间宗教的信徒非常分散，很难用一个统计口径进行全国和全球统计。这

些也是宗教经济学传承发展的主体和载体。

责任编辑：杨松禄

·３８·

宗教经济学之发展基础★杨志银

①
②

③

王作安：《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４月４

日，第９版。
国家宗教事务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学习读本》，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第８页。



基金项目：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课题 《北京市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研究》（项目号：２０１９４５）。

作者简介：韩芳，北京农学院文法与城乡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基层政权建设、农村社会

工作等。

乡村治理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研究

———基于云南一个苗族村的个案分析

韩　芳

（北京农学院文法与城乡发展学院，北京　１０２２０６）

摘　要：农村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核心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夯实党在农

村基层的执政根基，当前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存在着信徒迅速增加、传播性较强，家族

信教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村级组织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弱，农村公

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目前农村宗教形势整体稳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对农村宗教工作的领导作用，

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力度，

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乡村治理；云南少数民族村；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Ｄ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８４－０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

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些重要论述为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和引导宗教健康发展提供

了基本遵循。云南是边疆多民族省份，历史原因造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信仰基督教的群众较多。

基督教既有稳定社会秩序的正向功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因此，要理性看待宗教信仰

问题，对其加以正确引导，处理好农村宗教信仰与基层政权的关系。

课题组选择了云南省Ｆ县Ｓ村，对该村的五个村民小组，重点是基督教信徒较多的苗族为主

的Ｊ村民小组开展驻村调研，抽样调查问卷９２份，走访基层干部、教职人员、信教群众、不信教

群众和各类农户共８０余人，现场观察礼拜活动，查阅相关资料，并在省、县、乡、村召开座谈

会，通过多种形式对调研地区农村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情况做了深入了解。总体来看，调研地区

民族分布广、信教人数多，情况复杂，但宗教事务管理整体规范有序，形势较为稳定。宗教在农

村一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对当地的基层组织建设、农民思想

和生活等方面影响较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党对农村宗教工作的领导，加强乡村治

理体系建设，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增加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不断巩固党在农村的执

政基础。

·４８·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ＮＯ１，２０２０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和发展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理论命题，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有学者通过对信仰基督教的苗族村寨村民的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和相互关联进行研究，

认为作为农民群众的信仰和农村文化组成成分，宗教部门加强管理，宗教能够在少数民族信教较

多的地区发挥积极作用 （何明，钟立跃，２００７）①。有学者对河南省豫西地区 Ｘ村进行的宗教信仰

状况调查，认为基督教在农村的发展只有和新农村建设相互融合才能为农民服务，才能建设好农

村 （王冬，２０１１）②。有的认真总结农村基督教的社会功能，认为基督教具有有利于社会的功能

（杨宏山，１９９４）③，能够发挥心理疏导，社会控制、人际交往与认同等积极功能，但是容易产生宿

命论，形成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等消极功能 （顾亚林，侯星芳，２００４）④。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实证研

究，如有的学者通过对华北村落的研究，认为基督教对重构家庭关系和简化邻里关系具有重要作

用 （刘海涛，２００６）⑤。农村基督教的发展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该从农村社区人际关

系、风俗习惯、文化娱乐生活和政治生活四个方面来看基督教信教人群的增长对基层治理的多元

影响 （胡叠泉，２００９）⑥。有学者在深入研究江苏省基督教的基础上提出，基层教会在某些方面的

影响力和威信甚至超过当地基层组织，这会对当地基层政权组织的权威形成一定的竞争和威胁，

这一问题逐渐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⑦。因此，对于经济发展较欠缺地区的宗教问题要格外地给

予关注，尤其是对地方基层政权的影响问题，基层地方政府要妥善处理好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

宗教组织团体与基层政权的关系⑧。

综上所述，虽然学界关注农村基督教问题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

景下，从乡村治理层面开展宗教研究的相对较少。云南省Ｆ县Ｓ村基督教起源早，信众多。课题组

选取Ｆ县Ｓ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参与式观察法、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等方法，开展蹲点研究，力

争在研究过程中与村民深度接触，了解真实情况。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１５０份，有效问卷１２２份，占

比８１％，访谈省农业厅、昆明市民政局和民族宗教委员会、县相关部门及村干部及村民共计５０人。

希望通过对云南省Ｆ县Ｓ村的个案分析，对了解云南农村基督教发展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有一个

基本的认知，进而对基层党委、政府做好农村宗教工作，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云南省Ｆ县Ｓ村基督教发展现状及特点

（一）基督教发展现状

Ｓ村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北郊，海拔２３００米。全村有农户１５０户共４５０人，有４户汉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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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较大的苗族村寨。村里８０％的人信仰基督教。调研发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各宗教与
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相融合，对当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主要从问卷情况来看Ｓ村基督教发展的现状。
本次调查中有效收集的男女性比例分别为３６９％ （４５人）与５４１％ （６６人），未填写样本

１１份，共收回有效问卷１２２份。从年龄层次来看，３６—５９岁的中年人群占了将近半数，共有５７
人 （４６７％），其余１９—３５岁与６０周岁以上人群占比相同，分别有２７人。低学历者 （低于高中）

占大多数，共占比９２６％，其中小学学历５５人，初中学历２８人，无学历１７人，高中和大专及以
上学历者只有８人，有效占比１９％。已婚者所占比例最高 （９３１％），共有９４人，而未婚和丧偶
分别有４人和３人，不存在离异的情况。在调查被访者家庭人数时，家中共有４人的占比最高，
有３２户，其次下来是６人以上，３人，２人，５人和１人。问到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时，大多数被访
者选择了不填写，而在填写的比例中２人比例最高，达到了３４６％，其次是１人。

（二）基督教发展的特点

１农村宗教发展历史渊源深厚。信教群众和宗教场所数量较多，Ｆ县苗族村庄的基督教教徒
比例远高于汉族村庄，汉族村庄多数仅有２—３户信基督教，３０％的村民初一十五到佛教寺庙烧
香。固定来Ｓ村教堂参加宗教活动的３７８名信徒中，苗族３４０人，汉族３８人，主要集中在 Ｓ村。
１９３７年，Ｓ村教会成立，１９５８年停止活动，１９８０年恢复聚会。１９８２年，教堂建成，１９９８年重建。
教会现已发展为一堂五点，信徒３７８人。每周星期天有两堂礼拜。Ｓ唱诗班建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２００５年受邀到澳门交流，首次坐上飞机。２０１２年，参加中国首届苗族农民合唱艺术大赛，获
金奖。２０１８年应邀到美国、英国演出，在国际上获奖。唱诗班已成为Ｆ县乃至云南省的一张名片，
并由唱诗班发展为 “苗族农民合唱团”。

２信教群众特征分布明显。从调研所在地看，农村宗教信徒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女性和中
老年人群，文化层次普遍较低。Ｆ县 Ｓ村教堂３７８名信徒中，苗族占总信徒人数的８９９％，女性
人数占比为６０％，小学以下文化程度６６１％。
３农村宗教传播性较强。在访谈中发现，基督教在宣传孝敬父母、与人向善等道德的同时，

往往掺杂一些 “一切都是主的恩赐、信主能治病、能带来好运”等思想，不少教徒对此深信不疑。

农村基督教徒因为父母、亲属、朋友信教而受到影响的情况非常普遍，Ｓ村教堂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６４６％的信徒是因为亲属信教而信教。村里一位１０岁男童患白血病，跑遍云南医院宣布无法
治疗，最后由上海来的牧师介绍到上海医治，情况好转，加深了村民认为信教可以治病的想法。

４基督教信徒呈现家族信教现象。Ｓ村有教会唱诗班发展起来的苗族合唱团，其影响力、发
放误工补偿和国内外演出机会吸引了年轻人加入。合唱团虽然是独立法人的社会团体，但是由于

与教会的历史渊源，成员主要是信教群众，近几年吸纳的新成员也主要是基督教信徒，曾经发生

过退出基督教的团员被清理出合唱团的事件，因此，信教成为默认的合唱团准入的门槛，这个原

因导致Ｓ村信教的年轻人呈现逐年递增态势。
５农村宗教形势整体稳定。一是强化组织领导。Ｆ县成立了县委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定

期召开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会议。还制定了 《Ｆ县领导干部联系 （走访）宗教团体、活动场所以及

宗教人士制度》，３３名县级领导挂钩联系三个宗教团体班子成员和主要宗教活动场所负责人。二
是依法管理宗教。Ｆ县通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创新管理体制、开展创建活动等方式，依法加强
对当地宗教的管理，通过推进宗教工作 “一网两单”，与各镇 （街道）签订了 《民族宗教工作重

点任务交办单》《民族宗教目标管理责任书》，实行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确保了宗教工作管

理制度化、规范化。三是加强教育引导。Ｆ县每年都举办宗教代表人士培训班，支持县基督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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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爱国会、伊斯兰教协会开展培训，选送年轻教职人员参加上级统战、民宗等有关部门组织的培

训学习。

三、Ｆ县Ｓ村基督教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村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核心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

执政根基。从云南省Ｆ县Ｓ村调研情况看，面对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的新形势，农民思想观念和
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新变化，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一）农村宗教工作有待加强。从思想认识上来看，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对农村宗教事务管理停

留在 “不出事”阶段，工作重点停留在规范宗教活动阶段，在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夯实党在

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方面思想没跟上。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各部门之间形成工作合力不够，有的

部门认为宗教工作是宗教部门的事情，少数基层党员干部普遍不熟悉宗教政策，对宗教活动 “不

敢管、不想管、不会管”。

（二）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在Ｆ县Ｓ村驻村调研中感受到，当地基层党组织的号召力凝
聚力总体较强，但也存在组织和工作不到位问题。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群众遇到问题一般会寻求

多种渠道帮助，其中找党支部或者村委会的占比８８９％，找乡政府或有关部门的占比１５７％，找
宗教组织帮助的占比８３％，找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占比３７％。访谈中发现，村民反映遇到生

产、生活困难时，村委会能提供的帮助有限，而教会却能够主动提供捐款及精神上的慰藉，甚至

少数村民对村干部做事不公平反映强烈。

表１　群众信仰基督教的原因

信仰原因 频率 百分比

承袭家庭传统 ４７ ３８５

生活困难 ４０ ３２８

生活压力 ３８ ３１２

治疗疾病 ３３ ２７１

学到知识 １１ ９０

融入信教群体 ６ ４９

打发时间 ２ １６

求永生 １ ０８

爱国 １ ０８

表２　基督教信众遇到问题时的求助对象

遇到困难和纠纷求助组织或个人 人数 百分比

找乡政府或者有关部门 １７ １５７０％

找党支部或者村委会 ９６ ８８９０％

找宗教组织 ９ ８３０％

找其它组织或者个人 ４ ３７０％

（三）村级组织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弱。在 Ｆ县 Ｓ村驻村调研中了解到，由于村集体经济薄
弱，发展村级公益事业主要靠上级财政支持，在帮助解决农民生活、疾病等问题上难有作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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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组织往往能够从多个方面获得收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Ｆ县Ｓ村２０１８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不到１万元，而Ｓ村教会每年有来自于上级教会的拨款，村民每人每年约５００元的捐款，外部企
业或者基金的捐款，以及合唱团国内外演出的部分收入约４０—５０万元，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动
员能力。

（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在农村走访过程中了解到，农村老人往往因为伤残病痛或者家

庭矛盾难以调解，通过信教寻求安慰和寄托。调研数据显示，１２２名信众的信教原因中，承袭家庭
传统的占３８５２％，生活困难的占３２７９％，生活压力的占３１１５％，治病的占２７０５％，打发时间
的占１６４％。

通过调研分析，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层公共服务不足以为村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信仰基督教具有

很强的世俗化特征，信教群体不激进，不干预政治。但是，基督教信众连年增长的趋势也反映了

基层公共服务不足，使得群众寻求宗教慰藉。例如，Ｓ村村民反映最大的困难是缺水和卫生问题，
村里面的饮水工程年久失修，村里卫生环境较差，人畜混住。村民小组广场紧邻教堂，除了教会

组织的活动，村民没有更多的娱乐项目，由于苗族村民教育程度低，农家书屋处于闲置状态。被

问到喜欢哪些休闲方式时，村民提到希望多举办一些苗族特色的娱乐活动，如花山节、歌舞节等，

需要建养老院和文化活动中心。信教群众以妇女、老人居多，主要是通过宗教寻求心理安慰和精

神寄托。

（二）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够紧密。以群众寻求帮助来判断基层组织和群众的关

系来看，总体良好，但存在部分群众遇到问题依然首先寻求宗教组织帮助的情况。一些农村基层

党组织战斗力不强，党建工作推进不平衡，存在软弱涣散和不作为现象。例如 Ｓ村老百姓认为村
委会七八年不能推进停滞的开发项目，危房不能改建，“天亮喝到天黑，做不成事，组织力弱，威

信不够”，造成基层组织在体现职能方面出现折扣。访谈中发现，村民反映遇到生产、生活困难

时，村委会能提供的帮助有限，而教会却能够主动提供捐款及精神上的支持。

（三）信教人数众多影响基层治理单元的公信力。通过对Ｆ县Ｓ村的蹲点调研发现，信众人数
在村的规模越大，对治理单元的公信力挑战越大。Ｓ村的调研发现一个问题，该村教会信徒占比
约８０％，村小组长选举中教会成员获得高票，乡镇政府考虑到教会成员任村小组组长不合适，因
此否决了结果，并由非信教人士担任了村小组组长，之后教会和村小组组长关系疏远，彼此之间

互不信任。再加上征地项目建设烂尾，集体征地资金部分账目不够透明，村内部矛盾表现较为突

出。中屏村和Ｓ村比较，信众规模小，选举中非信众投票权更大，村小组和教会关系融洽，并且
能够引领教会开展村庄建设工作。

（四）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不足以引领教会信众。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对群众生产生活的支持和

帮助不足，这也是难以在基层引领教会信众的重要原因。Ｓ教会资金来自于上级教会的拨款，村
民每人每年约５００元的捐款，外部企业或者基金的捐款以及以教会成员组成的合唱团国内外开展
的各类演出的部分收入。从调研来看，约９０％的信众因为家庭和其它世俗化特征而信仰基督教。
然而村庄集体经济薄弱，也无其它资金来源，难以在经济实力上与教会抗衡，并且在生活、疾病

等问题上难有作为，缺乏引领村庄教会信众的资金来源。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基层组织没有资金

和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和发展村级公益事业，导致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

（五）宗教管理工作不到位，存在对教会管理工作方法和方向的盲点。需要全面认识到乡村教

会信众信教目的，并以此为据把握好政策分寸。总体而言，调研的情况反映了教会成员封闭性较

强的问题，因承袭家庭传统信教的占到３８５２％，因此相当一部分成员既是教友、又是亲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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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及工作人员宗教工作的意识不强、本领不足。教会与村干部 （党支部及村委会）之间关系未

理顺，缺少管理上的顶层设计。

四、对策建议

加强农村宗教事务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放在 “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去实施，

积极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加强宗教管理，进一步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一）发挥党组织对农村宗教工作的领导作用。加强宗教工作的形势分析判断、研究部署和监

督考核，宗教重点地区的乡镇设立专门的统战委员。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大

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加强对信教群众的教育引导。加强基层宗教管理依法办事，完善教会

规章制度，坚决遏制非法宗教活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工作上要慎重稳进，

宗教问题的形成一般都会有一定的时间过程，解决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弯子不能转得太急，否则宗教敏感性会让信教群众心理承受不了而引发事端。要有依法管理、有

章必循、违法必纠，思想问题不解决，这种表面上的稳定却会积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二）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旗帜鲜明地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督促各地全面

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特别是要把 “共

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作为一条严肃的政治纪律。加快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不断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实力，增强村级组织自我保障和服务农民能力。

（三）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自治组织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搭建村民代表、教职

人员、信教群众、非信教群众等多方参与的议事协商平台。推进农村基层依法治理，继续深化农

村扫黑除恶工作，完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全面推进 “网格化”等管理服务模式，强化重

点地区、重点人员的精准化管理。要把绝大多数信教群众的纯宗教诉求、宗教崇拜与极少数人打

着宗教幌子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政治追随严格区分开来。什么问题都要认真分析，要善于透

过现象看本质，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

（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力度。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宣传党的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礼堂、文化广场等建设，持续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工程，弘扬文明乡风，传承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丰富农村群众特别是农村妇女和老年人的精神

文化生活。加强对中小学生教育引导，教育学生爱国守法、崇尚科学，反对迷信。

（五）善于引导教职人员。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提高教职人员中华文化素养、拓展知识面、

提高宗教造诣。使信众充分地了解和掌握相关政策和法律，提高依法开展宗教活动的自觉性。通

过深入走访调研，制定有针对性、对接需求的培训，培养一支爱国爱教的高素质教职人员。

责任编辑：杨松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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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筑牢文化自信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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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南联大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奇迹，赓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把教育与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丰碑。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必须弘扬和传承这一重要精神财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关键词：西南联合大学；爱国主义精神；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９０－０５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到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
学，后又于１９３８年４月西迁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５月，三所
大学北归平津，各自办学。西南联大，这座在抗日烽火中联合组建的高等学府，在短短８年时间
里，在祖国的西南边陲筚路蓝缕，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

教育史的奇迹，更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２０１７年１月，
李克强总理参观西南联大旧址后指出：“西南联大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弦歌不辍，大师辈出，赓续了

我们民族的文化血脉，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传承了民族精神。这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

迹，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一直以来，众多的海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孜孜不倦地

探寻西南联大取得伟大成功的奥秘。有学者认为是 “教授治校”的原则和独具一格的委员会治理

模式；①有学者认为是 “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和 “刚毅坚卓”的校训；有学者认为云南人民对联

大师生的敬重仰慕、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②等等不一。这都为西南联大的巨大成功做了很好的注

解。然而，我认为，最不容忽视的是西南联大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２０２０年１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期间考察调研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参观西南联
大博物馆，了解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并作出重要指示。习总

书记指出：“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

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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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这深刻启示我们，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为国家、为民族，

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我们现在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瓴，深刻揭示了西南联大取得巨大成功的至简大道。回顾联大的办学历史，为国家为民族的爱国

主义思想理念和实践行动始终贯穿其中，在中华民族多难的岁月中熠熠闪光。

一、爱国宣言：担当使命，文化救国，必胜信念

１９３８年，由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进逼，为了保存国家文脉，三校由长沙继续西迁入滇。伴
随联大始终，西南联大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理解一直充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念和决心。（清华）梅贻琦

常委坚定地认为，联大的责任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灵魂，跟打仗一样艰巨和重要。（北大）蒋梦麟

常委的文化坚定在笔端流露，“中国所走的路途相当迂回，正像曲折的长江，但是她前进的方向却

始终未变，正像向东奔流的长江。……它日以继夜，经年累月地向东奔流，在未来的无穷岁月中

也将同样地奔腾前进。不屈不挠的长江就是中国生活和文化的象征”①。（南开）张伯苓常委的激

昂陈词，“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②

何以在自身性命难保的时候还要进行万里长征，保存文脉？就是坚信我中华五千年文化是民族壮

大的力量和源泉，只要保护好文脉，中华民族就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机；就是坚信中国人民的抗

战总有胜利的一天，要为胜利到来的时候提供大量优秀的国家建设人才。

在当时的战争态势下，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悬殊，持投降主义态度的政客和学者不乏其

人，持悲观论调和对未来迷茫不清的人也不在少数，在这一历史选择的岔路口，西南联大毅然决

定分三条路线迁滇，是师生们对办学救国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体现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命运

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一曲校歌 《满江红》，展现出西南联大师生壮怀激烈的殷殷爱国情、拳拳

报国心。“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

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

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③。在被日军摧毁的断壁残

垣中，西南联大师生的爱国精神始终屹立不倒。他们用西迁的行动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庄严宣告

我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是铮铮的爱国宣言，既稳定了当时的民心，又向大家昭示了中华民

族复兴的美好明天和希望。

二、救国之道：严谨治学，团结协作，为国储才

在迁滇的三条路线中，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湘西、贵州到达昆明，是最艰巨的一条路线。师

生们风餐露宿、翻山越岭，体力和意志均经受了巨大的考验。但是，他们却把艰苦的长征走成了

“文化苦旅”，一路上采集标本、考察地质、收集民歌民谣、创作美术作品等，积极进行社会实践。

中文系学生刘兆吉根据路上所见所闻，写成了 《西南采风录》一书；闻一多先生沿途创作了十多

幅写生画；生物系的李继侗、吴征镒先生带领学生采集了许多过去三所学校从未收藏过的动植物

标本；曾昭抡和理工学院的同学指导所经矿区的矿工进行冶炼；地质学家袁复礼向学生现场讲授

所经地区的地质地貌，就像带领大家进行地质野外考察一样。师生们沿途还收集了２００多首民歌
民谣。

“刚毅坚卓”的校训，完整诠释出西南联大爱国的浩然之气与磅礴力量，这是西南联大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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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强敌入侵之时，对于国家、民族、人民的热爱之情所焕发出来的气节担当、意志品质和价

值准则：通过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士不可不弘毅的任重道远，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而达至人格

卓越、学识超卓。尽管当时云南给予了西南联大极大的支持和倾心呵护，但西南联大物质上的艰

难困苦依然巨大：漏雨漏风的教室和宿舍、简陋的教学设备、生活异常艰辛，然而师生们置艰难

困苦于不顾，埋头教与学，专心研究学问。林语堂先生曾发出 “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

了不得”的惊叹。据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载，“本校播迁来滇，三校旧教员大多随校南来，

虽在颠沛流离之中，并受物价高涨影响，几至饔飨不继，然对于学术研究，仍一本旧惯，不稍怠

懈。”①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日军占领越南河内，为破坏 “滇缅公路”这一战略物资运输唯一的国际大

通道，加大了对昆明的空袭力度，跑警报成为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但他们在日机频繁轰炸下仍坚

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学校决定：“如遇有空袭警报时，应一律停课疏散，于警报解除后一小时内，

仍照常上课。”② 正如郑天挺先生在 《滇行记》中所说，“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

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

于祖国”③。钱穆先生曾说， “我之稍有知识，稍能读书，则莫非因国难之鼓励，受国难之指导。

我之演讲，则皆是从我一生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④ 可见，西南联大的教

授们凭借以身殉学的决心，维持文化的责任感，于战火中继续传道授业，已经自觉地把自身的命

运、学校的命运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文化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是以这批爱国知识分子，

在频繁的空袭之下，维持着教育秩序依然运转，弦诵依然不绝。据统计，西南联大为躲避空袭，

先后６次修改上课时间，９次调整常委会开会时间。空袭之下，并没有失败主义的萌发，也没有一
蹶不振的气氛，反倒是学术之光不灭，弦诵之声不绝。在习以为常的跑警报恶劣环境中，即便是

在躲避空袭的间隙，没有桌椅和灯光，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陆续写成日后成为一部名

著的 《西潮》。数学领域的华罗庚、陈省身，物理学领域的周培源、吴大猷，化学领域的黄子卿、

张青莲等著名科学家，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大量发表于 《自然》、《科学》

杂志。人文社科领域，闻一多的 《楚辞校补》、 《唐诗杂论》，朱自清的 《经典常谈》、 《新诗杂

谈》，钱穆的 《国史大纲》，冯友兰的 《新理学》，金岳霖的 《论道》，陈寅恪的 《唐代政治史述

论稿》，汤用彤的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经典著作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

“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⑤ 组

成西南联大的三所高校尽管在办学理念和领导风格上不尽相同，教授们的个性也非常突出，局部

利益不可能没有冲突，但最终却能求同存异，团结协作，把家国情怀和人生价值熔铸于一炉，与

抗战相始终，最终胜利北返，实现报效国家和民族的理想，“爱国”是三校师生的最大公约数。陈

岱孙先生撰文认为，联大师生身处逆境而正义必胜的信念永不动摇和对国家民族所具有的高度责

任感，曾启发和支撑了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对敬业、求知的追求。⑥ 师生团结协作，严谨

治学，既是爱国主义精神使然，又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在这样的友爱和团结中，西南联

大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据统计，就读于西南联大的学生８０００余人，毕业３８８２人。期间走出了２
位诺贝尔奖得主，６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８位 “两弹一星”元勋，９位党和国家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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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１７３位两院院士，１００多位名师巨匠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栋梁之才，为中华民族的教育科学文
化事业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报国之义：投笔从戎，奔赴前线，不畏牺牲

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西南联大一些学生毅然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共有过三次学子

参军潮。有记载的从军或离校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就有１１００多人，抗日从军学生８３４人，占学生
总数的近１／７。他们以知识和技术服务抗战，在中国远征军、中国驻印军、中美空军中担任翻译等
专业工作，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盟军协同对日作战的重要组成力量。梅贻琦校长的独子梅祖

彦和女儿梅祖彤也应征入伍。１４位西南联大的学子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献出宝贵生命。１９４１—
１９４５年，后方大学生被征调为翻译官的约４０００人，其中西南联大学生约４００人，占１０％。１９４５
年７月６日，美国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战区对美国抗敌战争的支援，总统杜鲁门下令
给在中国战区做出卓越功绩的人员授以铜质自由勋章。５２名受奖的上尉翻译官中，有梅祖彦等１２
名西南联大学生，这说明了西南联大的军事译员在二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效国之地：扎根云南，情系三迤，学术兴邦

西南联大师生们为改变云南落后的面貌，加强云南的地方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对后

世的发展依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他们参与云南地质矿产调查、抗疟工作、煤化工和酒精等抗

战能源生产，参与云南滇池开发规划、农业科技研究及开展云南植物调查、民族调查、人口调查、

农业普查、考古研究、师资培训等。１９３８年，为了开发云南省水力资源，西南联合大学先后与当
时的资源委员会及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合作，组织 “云南省水力发电勘测队”，由西南联大工学院院

长施嘉炀负责指导。数年内共勘测云南省境内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南盘江及伊洛瓦底江的

２６条支流的水力资源。仅１９４０年７月至１９４２年３月之间，施嘉炀就先后四次赴腾冲，近２００天
的时间参加水电站的建设。１９３８年冬，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农研所的姚荷生随云南省建设厅组织的
边疆实业考察组到西双版纳车里 （今景洪）、佛海 （今勐海）、南峤三县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经济调

查，以便为开放边疆提供参考。姚荷生在任务结束后，独自留下继续做当地傣族的民族社会调查，

根据他的笔记整理出版的 《水摆夷风土记》，具有民俗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多重价值。

而在春城昆明，一时大师云集，群贤毕至，读书人成群，他们带来了生生不息的奋斗力量，

带来了崭新而崇高的思想境界，极大地陶铸了云南的文化风气，启迪了民智。彼时，国学大师钱

穆先生在宜良岩泉寺撰写后来蜚声中外的史学名著 《国史大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昆明

写就闻名遐迩的社会学重要著作 《禄田农庄》、《内地农村》，参与开创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中光辉

灿烂的 “魁阁时代”……为补教室和图书馆的不足，西南联大学子常常在联大附近的许多大小茶

馆里，点一壶茶，一待就是一整天，看书、写作、讨论、玩桥牌、朋友小聚。在北返之际，为报

答云南父老乡亲对联大的养育之恩，西南联大把师范学院留于昆明，１９８４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对云南的基础教育水平提升功不可没。

西南联大扎根云南，研究云南，服务云南，真正把学术和研究写在云南的大地上。据统计，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教育部连续举办五届学术研究评奖，西南联大共获奖３３项，其中扎根于云南本土有
关的研究项目获奖７项，约占获奖总数的２１％。分别有一等奖１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３项。
总之，西南联大对云南地方的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全面促进了云南

社会发展的进程。

抗战胜利，三校北返之际，勒石立碑，以志纪念。冯友兰先生所作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

碑》碑文中，深沉而厚重的爱国精神掷地有声：“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

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

·３９·

发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筑牢文化自信之基★史晓宇，诸　芳



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者也！”① 碑文充满了对祖国美好未来的壮志豪情和坚定信心。

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以贯之，师生们积极参加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

争，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这场斗争中，在昆明爆发了被誉为新的 “一·二九”的 “一二·

一”爱国民主运动，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

生被特务暗杀后，西南联大教授 “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

屈服”②，发表了著名的 “最后一次演讲”，当天亦被特务暗杀。他们舍生取义的爱国气概，唤醒

了更多的人积极投入争民主
"

反内战的伟大斗争，为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和社会不断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毕业于西南联大的科学家们凭借自己深厚的学术造诣、宝贵的学术资源、宽

广的科学视角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新中国的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他们有的放

弃优裕的生活，扎根大漠，研制大国重器，奠定了新中国坚实的国家安全力量；有的为缩小祖国

与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的差距，增进科技文化交流殚精竭虑。在各条战线上，西南联大的师生都以

精湛的学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强国之柱：爱国为民，赓续文脉，文化自信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战火纷飞的岁月，悲歌向前、读书救国的历史让我们铭记，爱国就是把

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８０多年过去了，西南联大已经走进了历史中。法国大文豪雨果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
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因此，历史应该被后人铭记。西南联大不但谱写了世界教育史

上的奇迹，而且铸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座精神的丰碑。它不仅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知识和文明的火种，

它在艰难困苦中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坚守与担当将永远存留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与 “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融会交辉，共同丰富中国民族精神，丰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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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

著优势。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５０００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
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

密不可分的。③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它来自于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

更来自于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

久的力量。进入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

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成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接力赛，必须要在西南联大等历

史文化宝库中，不断汲取爱国主义的营养，让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

做到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既要立足民族，又要面向世界，在吸收外来文化、面向未

来的同时，不忘本来，不断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念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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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云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案例库建设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生教学案例库”项目

（２０１９１２５）。

作者简介：李志凌，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语言文

化国际传播、英汉语言对比；杨燕，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

政治话语生态下中国声音的
对外叙事：翻译的视角

李志凌，杨　燕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

思想。伴随着话语形式的演变，中国的政治话语走过了一个历时发展的历程。在叙事内容、讲述

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中国的政治话语在国际话语生态中表现出很多独立性的特征。将 “中国

的声音”对外传播，翻译是重要的发声方式，其实质是用译释手段对政治话语内涵作出二度叙事，

实现新一轮的话语建构和价值诠释。政治话语的国际化表达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形成异化为

主的翻译策略，达到主动宣示自我的特征，从而在国际政治话语生态中保持自我价值并获他者认

可，使来自中国的声音不仅被 “听到”，还要能被 “听取”。

关键词：政治话语；话语生态；中国声音；对外叙事；翻译

中图分类号：Ｇ１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９５－０９

一、新时代下的中国声音

当一个国家具有足够影响他国的实力，并且这种影响在不断扩大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而且

理当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地位，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发出特有的声音。２１

世纪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快速影响着世界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科技，还是政治和文化领域，

世界舞台都不能缺少中国的参与，更不能忽视中国成就，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国意见、中国特色和

中国风格。随着中国融入国际活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增加，一些根据中国立场和愿景提出来的新

观点、新理念不断向世界输出，成为令世界耳目一新的术语或概念，如 “新常态” “和谐世界”

“不忘初心”“一带一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等。由于这些新提法颇具中国特色，

往往前所未有，或者是对旧有相似概念的发展、改造，以至于在国际话语体系中难以找到对应的

表达形式。此外，这些新概念多以汉语为原始语境，有鲜明的汉语构词特征，如爱用典故俗语、

多隐喻、善用四字格、讲究格律对称、常用数字缩写等。这些形式新颖、意蕴丰富、具有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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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时代新词在鸣响了中国声音的同时，也构成了外宣的难题。

现实情况是，在正式场合下，我们对外的政治话语传播很少直接以外语作为叙事工具语，而

是基于汉语的叙述文本进行的外译活动。汉语虽是联合国认定的６种官方语言之一，但尚未成为

除英语外的第二种全球性通用语。负载于汉语里的中国声音不能完全以原有的语言符号、原汁原

味地向世界传递，获得直接的国际认知，因此只能借助国际性话语程度更高的语言文字 （如英语）

加以转化、翻译与阐述，这便构成了原始意义的二次、甚至多次叙事。根据传播流理论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ｗ），信息在大众中的传播过程是复杂的，信息经过传播介质的处理后会发生总量的增减

与变异。在信息流、影响流和噪音流的作用下，传播信息及其意义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

当我们用其他语言符号去诠释原产自汉语的中国声音时，难免在对外讲述、传播与宣示中产生概

念的偏移，导致意义丢失或效果偏差。外宣翻译似乎是其中的主要媒介渠道和责任承担者，但这

背后却不是简单的语际符号转换关系，本质上是特定语言文化生态下叙事思想与表现手法的外向

疏通与接轨的问题，也就是对话与沟通。

本文所论及的中国声音，正是一种在国际性语言文化生态中，由中国官方发出、代表着国家

意志和精神的政治性话语符号，重点关注其在对外传播中所具有的叙事特征及其外译时须做的必

要思考。

二、中国政治话语生态的基本性质与时代特征

严格意义上，政治话语生态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系统，是明显带有认知特征，人为界

定出来的抽象概念。但是，它的确是存在于文明社会中的一种意识流动系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

生活。

（一）中国政治话语的性质与意义

话语生态与生态语言学的概念有关联，但又不完全一致。后者关注特定语言与其存在环境之

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它同语言族群、社会、文化、自然地理、历史渊源等方面的关联特点。生

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被置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语言的存在和作用过程就像一个生命体的发展过

程。前者也用类似于生态系统的概念来看待事物，但它的研究对象更呈现为一种系统性和多元性，

关注的是同类或异类语言因子建构起来的互动体系，考察在话语编织的文化网络中，特定的话语

类型在结构形式、交流方式和语言功能上所产生的社会性意义。话语类型是语言社团中约定俗成

的一种社会活动 （马丁，１９８４；斯韦尔斯，１９９０；巴沃什，２００３）①，是集形式、语义、语用于一

身的范畴化用语类型。根据这个认识，中国官方使用的时事热词，具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背景及政

治意义，是一种针对广泛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认识，旨在形成统一主张、引导思想认同，

有其典型的语用场域，符合政治话语的类型特征。中国的政治话语首先反映的是中国的问题，传

播的是中国的立场，在其根本利益上也是要服务于本国发展的。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政治话语

首先就有一个意义 “原色”，不仅仅是表达出一个意思，这个意思还常常具有中国特色，有中国的

人文背景，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烙着深刻的文化符号。然而，也正因为这种国别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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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过于鲜明，给它的转译和对外传播造成了一些困难。

比如，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５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了 “四个自信”的政治要求：“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

文化自信。”这样的思想如何向外界传达？“道路自信”不是对行走的路途的信心，而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理论自信”不是对一般理论的信心，而是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性的自信；“制度自信”不是针对泛指意义下的任何

制度，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和优越性的自信；“文化自信”不是对任何文化的肯

定，而是对中国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若将其简单翻译为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ｗａｙ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ｓ”显然不准确，应该解释为：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ｐａｔｈｗｈｉｃｈａｓｓｕｒｅ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ａ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ａｎａｂｉｄｉｎｇ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ａｓ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ａｔ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ａｆｕｌｌ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ｗ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ａｄｅｅｐｔ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ｉｒｖｉｔａｌｉｔｙ．”概括

起来就是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ｐａｔｈ，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ｅ”，

简化下来的专有名词 “四个自信”便是 “ＦｏｕｒＭａｔｔｅｒｓｏｆ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可见，在对外诠释这些关键

概念的时候，必须充分解释其背后丰富、确切的文化意义，而非仅作字面的逐字对译。

（二）中国政治外宣话语的阶段性特征

回顾多年来中国政治话语的发展历程，在步入国际政治话语体系的进程中大致经历了如下三

个阶段。

（１）中规中矩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政治话语外宣形式中的国别化

特征不明显，创新活力不足，语言符号上并不十分强调中国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还有迎合国

际话语特征的趋势。举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早期 “两手抓”中主张的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

神文明，在外宣翻译中曾引起过讨论，学界认为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不符合英

语的词义特点和文化内涵。英语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应作 “人类文明形态”理解，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则偏向于宗教

含义，因此，在一些正式文献和官方说法中曾一度翻译作：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和ｅｔｈｉｃ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但随

着人们对中国特色语义内涵理解的深入，加大了对复现汉语本意的重视，开始反思这种 “符合”

国际惯例、遵循外语语言文化内涵的说法是否真正做到了贴切，并逐渐开始认同最初的英语用

法①。就此例而言，加深这种反思性认识的，也许是中国政治话语里对 “文明”一语的社会化发

展。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明确提出政治文明应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三大基本目标。十七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 “生态文明”的重要性。这样一来，ｃｕｌｔｕｒｅ的语

义内涵便显得局限了，在搭配上也与ｅｃｏｌｏｇｙ（生态）格格不入。如此看来，当年迎合英语语言文

化所采用的表达 （如ＳｏｌＡｄｌｅｒ和 ＦｒａｎｋＣｏｅ所提议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反而显得局

促了，内涵高度不够，适应不了中国的社会实际和原有话语范畴。“为了体现概念的独立性和完整

性”，达到应有的政治高度，以党刊 《求是》杂志为代表，官方的外宣媒体开始 “采用过去几年

一直不敢用的搭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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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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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家鼎：《关于 “纸老虎”和 “精神文明”的译法》，《上海翻译》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５５页。
贾毓玲：《对融通中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求是 ＞英译体会》，《中国翻译》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第９３—９５页。



（２）自我话语意识发力阶段———２１世纪前十年 （约自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０年）。这个阶段并没有
确切的时间起点，但此间有几样标志性的话语事件。２０００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
提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核心内容。它的英文翻译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最初令国外媒体颇感陌生，甚至质疑其表述的文法合理性。但国内官方坚持该
表达的权威性，并对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的三重含义进行了深入阐发，最终将其固定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
的英文说法。这个案例似乎是新时代开启中国特色外宣话语的一个成功发端。此后，中国官方每

年发布的两会热词更受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中国特色的外文时事用语不断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２００８年中共中央决定用一年半的时间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人为本”“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时成为全国上下的热词，也成为

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的焦点。这时，很多外宣文献和场合里所用的相关概念及提法凸显了中国

的话语特色。

（３）发出中国强音的阶段———２０１１年后至今。２０１１年被称为中国政务微博元年，首个部委微
博———外交部的 “外交小灵通”开通，其轻松的语言受到追捧。１１月，北京市政府推出 “北京微

博发布厅”，成为全国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１２月，《２０１１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发布。这一
年，随着网络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进一步深入，年度热词的网上发布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成为

一种传播度很高的话语现象。“限×令”“穿越”“围观门”“‘××体’网络文本”“公民环保”
等成为大众话语度很高的流行语，同时也与政治话语相互交织，外宣用语中的中国化味道愈加明

显。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８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 “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

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日益成为国家

语言生活中的重要任务。各种中国特色的政治主张、生活理念大量涌现，“创新型政府”（ｐｒｏ－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工匠精神”（ｃｒａｆ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ｓｐｉｒｉｔ）、“二孩经济”（ｓｅｃｏｎｄ－ｃｈｉ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获得感”（ｓｅｎｓｅｏｆｂｅｎｅｆｉｔ）等新术语带上了更多的中国成色。

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政治话语发展历程的梳理，我们认识到中国的政治话语无论从内部还是

从外部都呈现出一种生态特性。从其内部来讲，中国的政治话语孕育于特有的文化土壤，经历

过初生与发展，社会生活关联面逐渐拓展，不仅仅作为一种单一的政治话语，而且涉及到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以及各方面的思想建设；中国的政治话语有着高度的社会化作用和

思想引领性，语义内涵超越政治学意义本身，对社会制度与全面建设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它

同社会生活的现实融合不断增强，愈加生动化、深刻化，语义聚合变体也更加丰富多样 （如

“供给侧改革” ＜ｓｕｐｐｌｙ－ｓｉｄｅｒｅｆｏｒｍ＞衍生出了 “需求侧管理” ＜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ｄ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从外部来讲，中国的政治话语在对外宣传、与国际话语交流的过程中，经历了早期的效
仿、迎合，中期的比较与内省，以及成熟期的自我意识强化，自信发声、发自我声音的一个过

程。而就国际社会的话语反应而言，对中国话语的陌生感也开始逐渐消退，一些核心概念逐渐

被认同和接受。可见，国际话语生态也在对其主动适应并不断消化。譬如， “一带一路倡议”

（ｔｈｅＢｅｌｔａｎｄ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的理念已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中国对 “大国”理念 （用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替换 ｐｏｗｅｒ）的新阐释在国际政治生活中获得了接纳。这些都体现出中国的政治话语同
外部环境不断相适应，在实现自我进化式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外部因素做出适应性调整，生

态化的存在意义与作用明显。

三、政治话语的对外叙事学特征

就普遍特征而言，政治话语同普通话语的基本特征一样，不只是指称和描述事物，还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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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意义维度。

（一）政治话语的一般叙事特征

政治话语具备一般话语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表征：多义性、不精确性和动态性。在叙事特征

上，它同样具有话语使用的一般规律，即话语类型本身是一个多层级的语义单位；另一方面，

它又是一个语用单位，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下，它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完成不同的功能 （李美

霞，庞建荣，２００６）。① 这些基本表征让我们看到了政治话语的语言属性，但尚不足以反映出它

们的叙事性特征。

叙事学，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视域下，政治话语不只是一个文本的符号，仅仅研究语言本

身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语篇意义、语境意义，涉及与之关联的一切文化范畴，以及从中施展的

权利形态，需要挖掘 “隐藏于人们意识中的深层逻辑，它在黑暗中控制语言表达、思维以及所

有不同群体的行为标准”②，“理解那种创造出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空间的各种机制”③。“什

么故事”（叙事文本）、“谁在讲”（叙事者）、“怎么讲”（叙事方式）、“为何要讲”（叙事目的

和缘由）、“讲给谁听”（叙事接受者）是叙事学逻辑框架中的五个中心环节，也正是政治话语

叙事中的五大要素；它们既是一度叙事中话语形成的根本，也是对外进行二度叙事的必要考虑

因素。

（二）政治话语对外叙事的基本特征

从对外叙事话语的生态意义出发，就中国政治话语的对外叙事而言，有三个因素是相对固定

的：一是叙事者。主要由精通国际交流话语，深谙中国社会与文化，熟悉中国国情、政情的决策

人 （群体）、传媒人士 （机构）和译者构成。二是叙事目的和缘由者。中国政治话语外宣的基本

目的是宣示主张、沟通海内外，主体作用是准确而明晰地表达中方意图，理想目标是传播中国的

声音。可以说，不论话语内容是什么，由谁来讲，怎么讲，这个基本目标和动机不变。三是接受

者。政治话语的对外叙事一般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以及一切国际事务团体、组织作为

对外政治话语的对象。这种时候，政治话语往往有某种针对性，为国家意志、政治主张服务。因

此，外宣中政治话语的立场是以我为主、从我出发的，务必维护本国利益，强调话语的本我特性，

尽量保留汉语原有的构词理据；话语针对的受众是国际社会，因而必须兼顾国际话语的语法规则

———这是基本要求，体现在使用外语进行转译时，尽量贴近外译文法规则下的语义关系、搭配语

式、隐喻习惯等，以便缩短外语受众对传播概念的理解反射弧，及时跟进、消化话语意图，形成

有效沟通。

除了以上三个常规要素，叙事文本 （话语内容）和叙事方式 （话语表达）是最为关键的两个

变量因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宣叙事的成效。

虽然对于作为二度叙事者的话语传播者而言，译介宣传的文本内容大致是预先设定的，讲什

么故事、再现什么主题等基本已在源语文本中有了答案，但是，选择在多大范围上诠释原有意义，

再现哪些必需概念，或为回避误解如何做话语内容筛选等，则是可以进行选择的。从这一点来看，

对外叙事中话语意义的传达在完整性上可能与原有内涵略有出入，大致成约等关系，这是二度叙

事中信息在目标语境下经历再加工导致的必然结果。外宣叙事中信息的绝对等值并不一定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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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传播效果。２０１３年 《中国武装力量的多样化运用》白皮书中一处标题 “新形势、新挑战、

新使命”翻译为 “Ｎｅｗ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ＮｅｗＭｉｓｓｉｏｎｓ”，给读者强烈的 “新”的阅读

印象，这同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武力壮大的担忧，存在 “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背景形成一定程度

的映射关系。其实，中文叙事只是遵照了一般的标题叙事结构———词组化、排比化、重复用字，

并无对 “新”的实质性强调，也就是说，政治话语原本的叙事内容并不强调中方政治战略的

“新”转变，而只是叙事话语惯式上的一种常规表述而已。所以，有学者建议应该 “抹除一些过

度表述的字眼”，因为 “所表达的内容也并没有过多需要强调的内容”，可以精简内容将其译为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①。可见，对叙事信息量做合理削减，并控制意义可能被诠释的幅度，正是符

合传播利益的必要做法。所以，话语的再度生产过程伴随着内容的选择 （ｏｐｔｉｏｎ）、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

和引导式阐发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这是叙事操作的结果。

（三）中国政治话语对外叙事的两种基本方式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的声音？确保对外宣传的叙事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跨语境

的信息交流是这类叙事活动的本质。在跨语境和对外宣传的性质前提下，叙事方式上有两个主要

取向：一是采用 “纯叙事”的方式，二是用 “完美模仿”的方式 （笔者按：这是柏拉图所区分的

两种叙事类型）。前者是叙述者直接面对读者，以自己的名义讲话，呈现出 “讲述”的叙事风格，

叙述者的评论意见可见；后者的叙事尽量采用他者视角，叙述形式尽量隐身，意见不介入或很少

体现于文本之中，属于 “展示”性的叙事风格。两种叙事方式就是两种叙事策略，形成表达方式

的不同、意见的存隐性以及审美效果的不同。二者都能适应外宣叙事的不同需求。

前一种以 “讲述”的方式容易带出叙述者的立场，表达对事物的观感和导向性意见，但它并

不妨碍交际效果，反而会在情感上接近受众，更易于实现感染型表达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和呼唤式

的 （ｖｏｃａ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交流效果。如在政治话语中采用第一人称视角 “我们”（Ｗｅ），“叙述动机

是切身的”②，折射出现实经验和情感需要。在政治性话语的外宣中，采用这种话语方式将明确表

明中方立场，以情感贴近的方式进入受众的视野及主观世界。同时，“讲述”型叙事方式艺术表现

力强，隐喻运用频繁，意义含蕴也更加丰富。相比之下，“展示”型的第二种叙事方式虽然隐藏了

叙事立场和意见，生动性不强，却更容易客观地陈述事实，将信息严密化，可信度提高；语言风

格庄重严肃，降低感情色彩；不留以太大的引申、譬喻的空间。

从话语生态的意义出发，两种叙事方式都是能同话语生态 （包括基于语篇特点的言内语境和

基于外部交流空间的言外语境）相适应的表达方式。根据政治话语对外宣传的不同、内涵和交际

目的，外译政治话语无论是采用文学性更强、更具表达性文本特征的叙事方式，还是采用信息突

出的叙事方式，都各有千秋，可以满足不同的交际需求。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下中国的政治话

语既有一贯的严肃风格，也开始带上越来越多的亲民色彩。“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打楔子”“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等等，大量引用典故、俗语、成语、诗句、名人名

言的形式，在政治话语中增添了雅俗共赏、意蕴丰富的文学化元素。这种话语符号形成了大众化

的叙事风格，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政治话语情感化、隐喻式的叙事表现，这一点需要对外传播者注

意，应在二度叙事中尽量保留或再现这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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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翻译的传声方式

按照生态翻译学观念，政治话语翻译就是译者能动地适应并整合文本内部语境与外部生态环

境，从语言域、文化域与交际域等维度上做出优化选择①，以适应话语生态网络中诸如语言、文

化、社会、交际、读者等因子的语言活动。中国政治话语外译不是一个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

是话语源本、译者、传播受众三者之间信息流动的一个连续体，因此，必须考虑各个环节上认知

结构的互动关系。同时，由于外宣翻译的政治属性，政治话语外译必须遵循基本的原则，并以恰

当的翻译策略为指导。

（一）政治话语外译的三个原则

在翻译中传播中国的声音，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１）以我为主的政治优先原则。政治话语外译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活动，应以服务于中国的政

治利益为根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正确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任何可能导致破坏、妨碍中方

利益的不当转译都应该首先杜绝。邓小平多年前主张的 “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被别有用心的

美国媒体翻译为ｈｉｄｅｔｈｅ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ｂｉｄｅｔｈｅｔｉｍｅ（隐藏实力，等待时机），这种表达向世界传递

了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它是国际话语么？是，但我们不能照搬借用。这损害了政治话语对外宣

传的根本利益。

（２）以我为准的内涵释义原则。用外语讲述中国的故事，实质是以二度叙事的方式对已有故

事文本 （汉语话语文本）进行复述 （ｒｅｔｅｌｌｉｎｇ），或是在源语意义的基调上做出重新表述 （ｐａｒａ

ｐｈｒａｓｉｎｇ）和阐发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这是一个话语文本被重新赋义的过程。话语意义的核心是中文语

境下原始的话语概念和政治动机。当外译话语存在不确定性或多义性，概念边界模糊时，必须以

中方的阐释为准。如 “钓鱼岛”就应该用中国官方的说法 ｔｈｅＤｉａｏｙｕＩｓｌａｎｄｓ，而不是日本采用的

ｔｈｅＳｅｎｋａｋｕＩｓｌａｎｄｓ或ｔｈｅＰｉｎｎａｃｌｅＩｓｌａｎｄｓ（尖阁列岛）的说法。同理，“南海 （问题）”“东海 （问

题）”也不应用其他名称，而当用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ｓｕｅ）和ｔｈｅ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ｉｓｓｕｅ）。

（３）融入国际话语的目的语适应原则。翻译中国的政治话语不能死板追求中国特色的原样再

现，强用外语文字符号包裹汉语的表达惯式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输出的语言毕竟是外语，政治

话语外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使用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则，融入国际通行话语体系，应作为

对外传译的一个基本前提；其次务须具备相当程度的读者关怀，重视国外受众的理解效果和接受

程度。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外宣翻译中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失误，一种称之为 “甲状病毒”，指译

文中出现词法不当、文法不通的情况；第二种称为 “乙状病毒”，指的是译文无明显语言失误，但

译文生硬，或同国外人士的认知习惯不协调，文本的诗学风格与目的语不一致，令受众感到诧异、

晦涩、质疑等。② 与 “甲状病毒”相比，“乙状病毒”在数量上虽不多，但影响则往往更坏③，“严

重制约了中国政治话语走向世界”④。消除无谓的话语病毒，融入对象话语体系，事关政治外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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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弊效果及最终成败。

由于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重大意义，政治性影响和政治化内涵的特殊要求，以上三个原则是

外译工作的底线准则，也是政治话语外宣策略与方法的根本依据。

（二）政治话语外译的主要方式

１．以异化翻译为主，保持政治话语生态平衡
国际话语生态中，由于偏见的制约、国力的贫弱，以及中外话语系统的差异，中国的声音长

期受到压抑，无法充分彰显中方诉求与立场。在这种背景下，异化翻译正是强化中国声音的必要

做法。异化翻译较少采用意译的方式去处理原有的政治话语形式，通常采用完全音译、音译加解

释、完全按照汉语形式直译，以及直译加解释等方法①。“异化策略可确保一种文本本身具有的异

质性，这样读者就可以确信他们面对的文本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② 异化翻译的传播方

式并非完全以中方利益为出发点，对于国外受众来说，异化译法同样是必要的。一些西方记者翻

译中国特色的词汇时也惯用音译加注、直译注释的方法，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认为英语中原有词

汇不能准确传达中国原有词汇，异化翻译的方法更加准确；二是使用中国专有的词语在西文中能

显示第一手信息来源，而从增加报道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三是可以提升译介文本的专业性和学

术性。③

异化翻译处理的政治话语是本色叙事的结果，它保留了汉语原有叙事文本中的基本结构和叙

事特色，将语汇、修辞、诗学、思维、艺术手法等予以很大程度的保留，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国别

特征的话语风格，是对国际话语生态体系的充实；也因为它保留了更多的原声效果，能够矫正甚

或对抗国际社会上的一些 “噪音”，从而实现话语势差的平衡。并且，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抵制民

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④，这也是符合政治话语生态平衡运作的客

观要求的。目的语形式的异化外事用语能够体现汉语原有思维及文化的内生态及音、形、义合成

的外生态要素特征及关系，可以 “提升源语文化的地位，拓宽源语文化的影响范围，即扩展了源

语的文化生态圈，从而也就扩展了源语的生存空间。”⑤

２．充分地解疑释惑，消除政治话语盲误两区
政治话语外译中最常见的问题不是出错，而是讲不到位和没讲清楚。外宣翻译的使命就是要

把意思讲真、讲对、讲全，消除一切可能的误解和疑虑。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

长黄友义指出，应 “尽力把对外翻译变成解疑释惑的过程”⑥。译者需要在对外翻译中特别注意信

息传递的有效性，缺失的背景可以适当增加，可能引起的误会要尽量删除。前者解决的是信息盲

区，后者处理的是信息误区。这两个问题都是对外传播中至为重要和极难处理的问题。相比之下，

信息盲区仅仅是信息量差所导致的结果，一般通过提供补充背景解释，适当增译处理就能填补；

·２０１·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ＮＯ１，２０２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天文：《美国新闻期刊中汉英翻译采用的策略和方法》， 《上海科技翻译》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３３—３５
页。

［英］苏珊·巴斯内特：《把消息带回家：同化策略和异化策略》，辜正坤、史忠义主编：《国外翻译学新

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６页。
黄海军、马可云：《也谈美国主流英文媒体对中国特色词汇采取的翻译策略》，《上海翻译》２００７年第３

期，第５２—５６页。
郭建中：《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中国翻译》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４９—５２页。
李丽生、刘旭阳：《从生态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异化翻译的必要性》，《昆明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第９７—１０１页。
黄友义：《中国站到了国际舞台中央，我们如何翻译》，《中国翻译》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５—７页。



而信息误区却是危害更大的传播结果①。因为受众对翻译产品的误解可能滋生不满，误导决策，形

成歪曲的印象，而印象一旦在受众中形成，便很难化解，会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而后期的补救、

解释可能造成巨大的危机公关资源耗费，导致信用成本受损。因此，在译释政治话语时，必须常

做概念预判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对译文的理解效果深度评判，以选择适当增减诠释性信息，

甄用妥帖话语，避免误会。

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鲍运川提出，政治话语翻译既要注重原文的政治准确性，忠实于原文

的政治内涵，又要照顾受众的语言文化习惯；当语言的地道性与政治的忠实性相冲突时，表达以

忠实于原文的政治内涵为主。② 这也符合 “外宣三贴近”③ 的主张，即要求政治话语贴近中国发展

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一切形式的外事翻译应坚

持以目的语为外宣话语的叙事形式取向，以汉语的政治内涵为叙事意义导向。《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的英文定稿人王明杰指出，译文既要忠实原作，译出原文风格，也要语言通顺流畅、明白易

懂且具可读性。④

五、结语

“中国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这种崛起是靠不住的”⑤。政治话语是有力量的，

可谓之 “话语力”⑥，它能传播感召力、公信力和渗透力。做好中国政治话语的外宣工作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对外而作的政治话语宣传，实质就是同国际话语体系的接触、碰撞、融合、较量，

这个过程必须借助叙事话语方式的有效变通，一方面要守住底色，发出原声；另一方面又要主动

靠近国际话语体系的规则，利用好翻译这个传播轨道，保证传播话语与我们的根本政治利益相一

致，话语内容的丰富性与层次性相统一。在以我为主，以我为准，与国际话语通畅兼容的前提下，

真正讲好中国故事。

责任编辑：罗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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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现象探析

席婷婷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人创造了图像，图像也改变着人，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变革和新媒体平台不断涌现
的当下社会，图像生产、制作低门槛化、低成本化，图像传播更加快捷，图像铺天盖地而来，塑造

了当代人图像化的生存方式。一方面，新奇有趣的图像对青年的影响更加深刻，青年社交表达的图

像化倾向、消费审美的图像化意向乃至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十分明显，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是客

观存在的现实。另一方面，受技术摆布、资本操控、青年亚文化影响，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下青年

思想和行为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部分青年沉溺于图像所营造的 “半真实世界”，陷入 “非理性狂欢”，

呈现出 “认同危机”。因而，需以青年为切入点，培育青年信息素养、关注青年内在需要，铸牢青年

理想信念，引导青年在图像化生存中树立图像意识、彰显主体意识、强化使命意识。

关键词：青年；生存状态；图像化

中图分类号：Ｄ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０４－０７

一、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及其三大表征

１９９４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中国互联网时代正式开启。当代青年出生成长于中国互联网技
术从无到有、从起步到兴盛的时代，是不折不扣的 “网络原住民”。在表情包、网络短视频、网络

直播、网红品牌、网上微店宣传等大量图像符号包围下的当代青年，其社交表达的图像化倾向、

消费审美的图像化意向乃至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十分明显。

（一）当代青年社交表达的图像化倾向

早在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切社会问题的逻辑起

点。人的现实本质表明人是社会性动物，总是处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并不是天

然存在的，而是在实践中、在人与物或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的，社会交往是社会关系形成、建立、

稳固的前提，是人的本质彰显的基础性活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一定离不开交往双方借助某

种形式的 “话语”所展开的 “对话”，人对世界的感知、认识，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话语符号得

以表达、记录与传承。正如卡西尔所言，“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

性的特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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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互联网科技的进步，当代青年的生活中涌现了大量的社交媒体，极大改变了交往双方

的 “对话”，大量图像符号进入交往双方，特别是青年交往者的 “对话”之中，青年的社会交往

出现了新表征。在青年网络社群中，以表情包为载体的刷图、斗图是常态，运用图像表达自我和

进行群体间沟通是青年人所喜闻乐见的对话方式。一方面，以微信、ＱＱ、微博为代表的核心社交
媒体深受青年人喜爱，在这些核心社交媒体场域，青年人乐于上传生活照片，记录个体体验，图

像占据微信朋友圈、ＱＱ动态和微博内容的半壁江山。另一方面，以知乎、豆瓣、抖音为代表的衍
生社交媒体中集聚了兴趣爱好、关注话题不同的青年网络社群，“分众化地将有共同兴趣爱好和价

值取向的人连接在一起，建构更丰富、更加个性化的社交关系”。① 图像在这些衍生社交媒体中的

地位非凡，知乎、豆瓣是图文参半的呈现形式，抖音则几乎是图像的天下。图像表达简单直观，

形象生动，在社交媒体场域，从静态图像到动态图像，从单纯图像呈现到图文互构，青年在对原

有图像的加工处理和新图像的生产传播中创造了一个风格鲜明、意蕴丰富的图像表达系统，当代

青年借助图像表达个体生活状态，记录个体体验心得，进行群体交流沟通，其社交表达表现出明

显图像化倾向。

（二）当代青年消费审美的图像化意向

消费、审美都离不开人，消费、审美是源于人对更高层次生活需要，以满足人更好生存为目

标的人的实践活动，考察人的生存状态离不开对其消费、审美活动的考察。在生产力较低、物质

资源匮乏的社会，人的消费主要是基于物品的交换价值，以获取物品使用价值为核心，而艺术活

动往往在某种特定的高雅场所展开，审美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少数 “有闲”群体的特权。伴随技术

进步、生产力提高，近代以来大量商品涌入消费市场，社会生活中消费越来越频繁，物质丰裕时

代消费异化现象随之出现，并在图像时代出现了从 “物的消费”向 “符号消费”的转变。同时，

图像不再是局限于视觉的艺术，而是全体感官的盛宴。一种新图像环境的产生，必然会引起审美

方式的变革。② 审美活动逐渐超出纯艺术的范围，渗透到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诗歌、绘画、话剧

等经典艺术与流行歌曲、摄影、广告、影视剧等大众艺术并存，“美学的当代意义越来越强调其感

性的、外观的和愉悦的特征”③。

消费方面，首先，借助各网络平台的网购、代购成为当代青年消费活动的主要方式。网购

软件和代购平台都是先将商品与模特结合，通过商品摆拍和图片编辑排版，将商品以精美的组

图展示出来。其次，在网络平台以图像方式分享消费经验也是当代青年消费活动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如国内知名 ＡＰＰ“小红书”就以 “两亿多年轻人都在用的时尚社区”为口号，集聚了大

量以青年为主体的软件用户。ＡＰＰ用户主要通过组图、小视频等图像方式分享购物心得，并推
荐部分商品给其他用户，随着许多网红和明星入住 “小红书”，名人效应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成

为 “小红书”用户，加入图像化的消费活动。审美方面，审美日常化下，街拍、网剧、表情

包、创意小视频等图像为载体的审美活动深受当代青年喜爱。比如，近两年来随着各种各样

“街头秀”在网络走红，以街拍美女帅哥、街拍表演为代表的 “街拍”活动成为国内年轻人崇

尚的街头文化活动。当下，青年人热衷于图像浏览观看，以 “街拍”为代表的图像化已成为影

响当代青年审美的重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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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青年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

以文字为核心的话语符号下，主体通过 “思考”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把握，更多展现了一种

时间思维模式。与此不同，以图像为核心的话语符号下，主体通过 “观看”的方式实现对世界的

把握，更多是一种空间思维模式。“图像已成为人类信息传播的文本、认知的工具、社会记录的地

图，成为一种艺术样式、一种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新空间。”① 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不仅表现

在其社交、消费、审美等行为方面，更深层地表现在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变化上。人的生存离不

开特定的历史阶段、物质生产条件等现实环境，生活在被图像包围的环境，当代青年作为图像时

代的 “参与者”与 “观看者”，其思维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图像化转向。

一是其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是一种视觉化转向。图像化的信息方式不拘一格、各具特色，

符合青年人求新求异、追求个性的口味，当代青年在自主参与表情包、小视频等具体图像制作中

实现了休闲娱乐、彰显自我的心理需求，看图、读图、赏图是其生活乐趣和志趣， “我从来不阅

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②，以 “观看”代替 “沉思”，眼睛是他们考量世界的首要方式，视觉的

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二是其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是一种感性化转向。图像叙事直面感性

的客观存在，采用夸张、吹嘘、嘲讽、制造反差等艺术化方法，以形象生动的图像模拟重现现实

人物事件，具有极强的情感渲染力，当代青年生活在形象化的图像叙事环境中，其认知思维的感

性化转向初现。三是其思维方式的图像化转向是一种碎片化转向。图像是具体直观的，与文字相

比，图像之间关联性不强，逻辑性不强。当代青年在图像化的信息获取、接受、交流中，其所习

得知识都以分散的、碎片化的图像为载体，思维方式的碎片化转向明显。

二、多重逻辑中青年图像化生存的问题审视

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是图像符号在承载信息、表达信息和传播信息方面更加直观具体、形象

生动的优势彰显结果，同时也是当代青年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乐于并善于以形形色色的图像符

号表达自我、张扬个性的结果。但是，隐藏在图像背后的技术、资本和亚文化作用下，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尚处于形成发展期的青年人，其思想行为很容易滑向流于表面、理性缺失、娱乐

至上、虚无一切等错误面。

（一）技术逻辑摆布中沉溺 “半真实世界”

图像掺杂着真实生活场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必然离不开个体选择和加工，图像世界是

对真实世界的图像化再现，与现实世界存在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图像处理技术借助计算机技术

日益精进的当下，图像识别、图像编码、图像分割、图像描述等图像处理技术都在计算机技术支

撑下日益精进，经过各类图像处理技术编辑的图像，反映和记录客观现实的可信度降低。同时，

互联网技术通过对用户浏览记录的算法分析，准确地把握用户的喜好，及时向用户供给特定内容

图像，形成信息茧房，人受长期接受相似类型和固定内容信息所限，容易出现自我封闭，形成认

知定势，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存在偏差。总之，图像是对现实人物或事件的虚拟刻画，而在技术逻

辑摆布中，图像对具体人或事件的记录是局部的、不全面的，甚至完全歪曲的，图像不能表达完

全真实，不能呈现全部真相。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图像世界是图像所营造的一个与真实的客观世

界存在相对差距的 “半真实世界”。

受自身发展特点和认知水平影响，青年人很容易陷入图像化的 “半真实世界”之中，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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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真实状态判断失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认知存在偏差，从而与现实世界相剥离。一是图像

很容易受别有用心之人利用，以经过特别处理的图像迷惑他人，造成对客观现实的蓄意歪曲。青

年人相对阅历尚浅，辨别力不高，本着 “有图有真相”原则，往往把图像作为实在的本质，盲目

迷信图像呈现的部分内容，忽略对人或事的全面本质的考量。二是青年人富于想象，渴望他人的

肯定，在图像世界通过刷图、斗图与他人进行互动，为了获得关注点赞、实现在图像世界的被认

可，有时不惜违背道德、法律，做出刻意讨好观看者的越轨行为。三是青年人心理处于从不成熟

到成熟的过渡期，自律意识不强，自控力有待提升，图像对生活的精彩瞬间和片段再现，极大程

度满足了当代年轻人对他人生活的窥视欲和好奇心。青年容易沉溺于形象生动的虚拟图像世界，

在现实世界中缺乏实践历练，“在别人的生活里认真地喜怒哀乐”就是当代许多沉溺于网络直播的

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二）在资本逻辑操控中陷入 “非理性狂欢”

对于大众而言，图像是一种话语方式，对于企业而言，图像却是新的商机。青年人爱好丰富，

兴趣广泛，对轻松休闲的娱乐活动更是青睐有加，在其图像化生存中具有较高的视觉愉悦需求。

资本具有天然的市场利益嗅觉，对准青年追求视觉愉悦的需求，各大资本纷纷进军以街拍、表情

包、短视频、网络直播为代表的图像生产和传播领域，以生产和传播好玩有趣、特色新奇的图像

为卖点，博得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注意和投入。视觉性是人的自然生理机制，图像是本身带有娱乐

底色的形象化、生动有趣的话语方式。在资本的操控中，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新媒体传播技术，

声音、图画、影像之间无缝配合、彼此支撑，视觉的力量得以前所未有的彰显，图像的娱乐属性

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

娱乐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日常休闲生活的需要，然而资本介入下，资本与图像生产和传播

平台结合，以迎合市场和追求利润为目的，形成了一个以图像为基本单元的感性狂欢场域，图像

以搞笑戏谑、暴力互怼、夸张性感等形式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感性狂欢的同时，图像所承载

内容的空洞化、庸俗化、低劣化问题开始显现。资本在逐利本性驱使下，在无原则、无底线的娱

乐化图像生产和传播逻辑操控中制造喧嚣浮华的泛娱乐化环境，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面临陷入

“非理性狂欢”的问题。这种 “非理性狂欢”在消费领域表现尤为突出。首先，包装精美、五颜

六色的图像容易引起青年的好感，让青年形成 “拥有这件物品，生活就能和图像所呈现的一样快

乐美好”的感性认知，视觉的色彩和画面对青年形成直观心理刺激。“购物不只是购买商品。同时

也是对商品的包装、商场内部环境的视觉快感的消费。”① 其次，在资本推手下，图像往往与某种

品牌挂钩，品牌又与特定的身份、意义对接，青年的消费对象既是图像所展示的物品本身，更是

消费图像背后的隐喻：某种特定的身份、圈子和意义。看得见的图像背后，无形的资本推手以图

像及图像隐喻不断刺激青年的消费动机，越来越多的青年因为图像而购买商品或直接为图像付费，

青年群体中超负荷消费、炫耀性消费、偶像崇拜消费等非理性消费随之而来，近年来青年人中因

贷款消费而引发的 “裸贷”“套路贷”“校园贷”事件更是层出不群。

（三）青年亚文化逻辑中呈现 “认同危机”

图像形象总是传达着信息内容，表达着某种情感、意义和价值观念，具有文化表征功能。以

２０１８年火爆一时的 “小猪佩奇”形象为例，在短视频平台的带动下，“小猪佩奇身上纹，掌声送

给社会人”口号越喊越响，“小猪佩奇”这一图像符号成了 “社会人”的表征。基于图像的文化

表征功能，越来越多的青年亚文化借助特色鲜明、富有吸引力的图像形象传播，在青年群体中形

成广泛的影响力。以佛系文化、丧文化、漫威文化、锦鲤文化等为代表的在当代青年群体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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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的青年亚文化，都与特定的图像符号密切相关。如青年佛系文化最初起源于 “葛优瘫”系列

表情包；青年丧文化在美国动漫 《马男波杰克》里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中充分展示；漫威文化是在

以青年为主要受众的漫威电影基础上，通过电影特定形象展现英雄、正义等文化内涵形成的；锦

鲤文化则是以支付宝抽奖活动的中奖者 “信小呆”形象，新生偶像 “杨超越”形象为代表等。当

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下，不同的青年亚文化借助不同的图像符号，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青年群体在理

想与现实、责任与享乐、积极进取与消极迷茫中冲突纠结的内心世界。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

为，青少年亚文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青春期存在着对成人承担义务的合法延缓期，是最容易发

生认同危机或混乱的时期。为了解决认同危机，青年往往追寻偶像，醉心时尚，标榜自我，或融

入同辈群体，加入某些青年组织以建立身份认同。

一是青年期是自我认同建立的关键期，青年亚文化视角下，图像是青年表达自我，融入群体，

形成自我认同的载体。青年不断以特色鲜明的图像符号博人眼球，以风格各异的图像标榜自我和

融入群体，以此作为 “圈内人”与 “圈外人”的标志。青年人通过图像化表达实现自我诠释和价

值表达的同时，借助特定的图像进入不同的亚文化圈子，在特定的亚文化群体中完成身份指认，

形成自我认同。然而，青年人尚未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图像世界中的理想自我与现实世界的真

实自我存在差距，容易使青年出现自我认知紊乱。在各种美颜、滤镜、特效叠加图像编辑之下，

图像世界中拥有较高颜值、充满自信、个性张扬的理想自我与现实世界中自己真实的外貌、个性

对比之下，青年人容易出现气馁消极的心理，出现自我认知紊乱。

二是青年期是认同危机的高发期，图像是青年缓解认同感缺乏所引发的焦虑、恐惧等情绪的

一种情感宣泄手段。各种亚文化群体中的青年，不仅是各类图像的视觉观看者和意义解读者，更

直接参与到各类图像生产、加工、传播等环节，乐此不疲地参与以表情包制作、短视频录制和网

络直播为代表的图像的自主建构之中。“解构或重构充满了破坏的快感，虽然其过程不可避免地指

向空洞和无意义，但依旧凸显文化心理的意义向度，那就是释放激情，缓解焦虑与宣泄不满。”①

在此过程中，多次出现青年在对图像的随意涂鸦、变形的图像恶搞事件，如电影 《我的唐朝兄

弟》、“杜甫很忙”系列表情包等对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的形象颠覆；把记录中国内地２２位慰
安妇幸存者的严肃纪录片 《二十二》的部分人物截图，制作成表情包在 ＱＱ空间传播；在烈士陵
园、国家纪念馆等具有历史意义的严肃场合，拍搞笑视频和图片并上传网络等。这些图像恶搞活

动中，青年对国家历史、历史名人及爱国英雄缺乏敬畏之心，虚无传统和权威，侧面反映出了青

年亚文化逻辑主宰中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所呈现的 “认同危机”。

三、引导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讲话中指出：“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青年工作者要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和青年群众的引路人”。② 帮助青年读清纷繁复杂、五

光十色的图像，引导青年的图像化生存是做好青年工作的必然选择。

（一）培育青年信息素养，引导青年树立图像意识

一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一共经历了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当代青年成长于计算机技术

和通信技术集合从而真正意义上实现信息传播变革的第五次信息革命时代，信息发布、传播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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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信息呈现爆炸增长，每个人接触的信息量前所未有地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信息素

养就会自动提升，懂得如何获取信息、如何理解和评价所获信息以及如何有效利用所获信息是需

要后天学习的过程。图像既是越来越受人们喜爱的信息载体，也是一种人们越来越频繁使用的传

播媒介，在青年信息素养的培育中，着力加强和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图像意识，已成为刻不容缓的

紧迫任务。

思想政治教育要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当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交往方式从语言向图

像转向之时，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固守文本或语言说服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疏离

甚至对抗便会随之而来”。① 培育青年信息素养，帮助青年应对图像时代对其读图、识图、用图能

力考验，树立图像意识，是引导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第一，要引导青

年善于读图，提高自身图像解码能力。正常情况下，人天生就具备 “观看”的能力。但是 “能

看”不等于 “会看”，更不意味着 “看得懂”。当代青年要善于透过图像表面形象获取其所承载的

信息内容，充分解读图像的 “能指”和 “所指”，提高自身的图像理解力。第二，要引导青年学

会识图，辨明图像背后的意图。青年人要明白 “图像”不等于 “真相”，图像是现实世界 “拟真”

的产物，图像的生产、传播都受到信息技术、资本推手的影响，呈现在其面前的图像是经过 “制

图者”“传图者”图像筛选、编辑的结果，是 “制图者”“传图者”的意义表达媒介。第三，要引

导青年牢守用图边界，合法、理性、文明地用图表达。青年人需要明白，图像的生产、传播都要

合乎法律、合乎道德，不随意传播恶意中伤他人特别是领袖人物和民族英雄的图像，不随意传播

迎合部分人低俗趣味的图像，不随意传播网络上所谓 “有图有真相”的谣言。

（二）关注青年内在需要，引导青年彰显主体意识

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是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个人阅历增长，个人的需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处于人的自然性、社会性

充分发展、人格转化关键期的青年，自我发展的矛盾性和憧憬未来的能动性共存，其在理想与现

实、责任与享乐、积极进取与消极迷茫中冲突纠结的内心世界需要情感宣泄和心理慰藉。然而，

“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段的文化传播环境里，人们越来越习惯和迷醉于碎片化的信息

浏览和震惊式的视觉感官体验”，图像世界快餐化、娱乐化的体验并不能关照青年的内在需要。当

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下，从哔哩哔哩网站的影视弹幕吐槽，到微信朋友圈图文并茂的体会，虽然青

年诉诸图像的情感表达途径不少，但其帮助青年情感宣泄和心理慰藉的作用并不理想。以 “佛系

青年”为例，表面看，青年借助 “葛优瘫” “小肥柴” “蘑菇头” “熊本熊”等系列表情包表达

“万事随缘、一切随缘”的佛系态度，其背后隐藏着当代青年深深的焦虑，正是无法直面内心焦

虑，青年们借助各种表情包标榜自身 “都行、可以、没关系”的佛系形象，以自嘲、娱乐的图像

化方式缓解内心的焦虑。

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活动，人应该回到真实的社会实践中来，人是图像的主人，不能被图

像所控制。青年的主体意识就是青年的自我意识，即青年对自身才能和价值的自觉意识，是青年

确立独立自主人格、客观正确看待自我与他人他物、形成批判性思维和发挥创造力的前提保障。

青年期是个人自我主体意识逐步觉醒并确立的时期，是一个人 “自我同一性”形成和确立的关键

期，“青年人追求风格，实际上是更深地对意义和生活模式的认同与追求的一部分，是青年人成熟

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阶段，一种对认同的追求”。② 引导青年彰显主体意识，帮助青年形成自我认同，

是青年工作的应有之义。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中，青年更需要彰显主体意识，不能被图像裹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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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波逐流、盲目行动。首先要避免青年被图像呈现的感性画面所控制，盲目追求时尚，冲动消费，

陷入 “图像拜物教”；其次要避免青年被图像承载的碎片信息所控制，浅尝辄止，停留在对客观事

物浅层次的一知半解；最后要避免青年被图像营造的拟真环境所控制，忽略对现实真实世界的认

识和体验，沉溺于图像世界，出现沉迷于网络游戏等虚拟图像拟真环境等异化现象。

（三）铸牢青年理想信念，引导青年强化使命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当代中国人迫切需要解决精神上的价值追求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

会 “缺钙”，就会得 “软骨病”。① 在互联网技术变革和新媒体平台涌现的当下，图像铺天盖地而

来，图像构成了当代青年的主要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间，青年人积极参与图像的生产、制作、传播

的同时，受技术、资本、亚文化影响，青年的思想和行为出现了一系列不符合主流意识的问题，

亟需加强青年认同教育，铸牢青年理想信念。处于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等发展关键期的青年人，

需要在理想信念支持中确定其自身行动的目的性、方向性，需要在伟大使命的引导下建立认同。

人进青年期，生活之路刚刚开始，一系列人生课题的进行都需要一个总原则、总目标的指导，

即人的理想信念的指导，青年期是确立理想信念最集中和突出的时期。② 为了体现认同并防御认同

感的缺失，青年热烈地寻求可信仰的人或观念。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中，之所以出现沉溺 “半真

实世界”、陷入 “非理性狂欢”，依赖图像宣泄认同感缺失引发的不良情绪，借助图像标榜自我和

融入群体，建立 “自我认同”，并在此过程中引发一系列图像恶搞事件，归根到底是缺乏正确的理

想信念指导。在坚定的理想信念指导下，青年人才能直面矛盾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将内心的矛盾

诉诸图像化的情感宣泄。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
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

使命。”因而，“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

长”。③ 首先，当代青年图像化生存中的 “认同危机”表明，青年缺乏动力，缺乏自我管理的同

时，颠覆传统、解构权威的的图像恶搞事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青年缺乏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为

此需要强化青年的使命意识。其次，伟大使命是青年成长成才的精神动力，在使命担当激励下的

青年，将以更加昂扬、更加向上的姿态直面和解决问题。最后，一个人作为个体本质的存在，与

他作为社会的本质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根据社会学理论，认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自身

角色以及他人关系的一种动态评估和判定，“民族国家能够很好地提供身体安全和心理安全，也能

够提供保护自我认同的追求个人卓越感”④。当代青年要在图像化生存中不断强化使命意识，以伟

大使命引领自己、鼓舞自己、监督自己，在家国担当中不断历练成长，了解自己，充实自我，在

实践中实现个人价值，实现自我认同，从而顺利化解 “认同危机”。

责任编辑：罗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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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研究”（１８ＢＫＳ１５６）。
作者简介：田坤，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方法论；

廖小明，四川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公平正义。

法治研究

正义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
重要论述中的三重语境

田　坤，廖小明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１）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法治正义进行了多方面深刻阐述，这一系列重
要论述承 “依法治国”之前，启 “全面依法治国”之后，将法治正义的价值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在理论语境下，它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正义观为指导，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法治正义

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对西方法治正义理论的批判吸收；在问题语境下，它接续了中国法治正义演进

的历史实践和法治正义的理论演绎；在时代语境下，它承载了新时代美好生活新需求，接续了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观照了全球正义的总趋势。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正义；理论语境；问题语境；时代语境

中图分类号：Ｄ６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２８１１（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１１－１０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必定落实和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

全面依法治国是 “四个全面”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以正义观照法治，以法治保障正义，

进而法治正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以正义为价值主线观照全面依法

治国，提出了系列重要论述。我们从理论语境、问题语境与时代语境三个维度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法治正义的重要论述，有助于把握正义之于法治的极端重要性和重大价值。

一、理论语境：马克思主义法治正义的思想指导和 “中、西”法治正义理论的批判吸收

公平正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准则，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虽然秉持着不尽相同

的观点，但是对它探析的步伐却从未停歇，公平正义价值在法治中的彰显亦是如此。从古至今、

由内而外，正是基于如此丰富的理论积累，蕴含着公平正义基因的法治思想才得以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才显得更加自信和充满力量。

（一）马克思主义法治正义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的根本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正义论述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提供理论根基。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均有相关论述涉及对资产阶级法制虚伪性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

为资产阶级所谓的 “法治正义”仅是资产阶级自身的特权，这种 “正义”对无产阶级而言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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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被剥削和政治上的被压迫，“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

这种东西正如米尔伯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①。列宁也认为资本主义的法

律只是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他准确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言简意赅地指出 “……只要剥

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② 虽然资产阶级的法制在形式上徒有平等之表，但是在实质上却空无平

等之心，“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

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他的内容”。③

对于社会主义的新型法治正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斯大林则从法

治实践的角度做出了回答。概言之，他们对新型社会中法治正义的要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社会主义的法律应该充分反映人民的意志，“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

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④。第二，社会主义的新型法治既要实

现形式平等，又要实现实质平等。“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

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手段的问题上。”⑤ 第三，社会主义的法，

注重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对无产阶级的保护。“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

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

参与国家管理。”⑥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没有直接论证法治正义，但

是认为法治是正义的最根本保障。毛泽东同志主导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他指出，“通过以

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

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⑦。邓小平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更加重视法治的重要性，强调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他看来，法治是确保公平正义的根本手段。邓小平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

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⑧ 邓小平

认为，法制保障经济建设十分重要。他强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

强社会主义法制。”⑨ 这也意味着，他开启了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新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执政时期，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由于法治体系还不健全完善，导致

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集聚突现。因此，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民主法治建设，强调依法治国

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突出建设政治文明。在１９９６年２月８日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江泽民总结
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

要求。”瑏瑠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着力解决发展中由于法治体系

不够健全完善而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问题，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强调法治在保障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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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２—３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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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２９７页。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７８页。
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８４页。
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第８９—９４页。
列宁：《俄共 （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第３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５—８６页。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８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８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３页。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强调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 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２月９日，第１版。



作用。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５０周年大会上，他强调指出：要更好地把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从而切实保障人民的政治、

经济、文化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包括全面依法治国在内

的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法治建设方面，更加突出正义的价值指向和检验标准，认为法治正

义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执法司法者要 “信仰法治、坚守法

治”。要信仰法治，就需要维护法律权威，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建立健全保障公正的体制机

制。执法者、各级领导干部、全体公民应自觉维护法律权威，才能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为信仰法

治、坚守法治进而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坚实思想基础。① 为此，他明确提出了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依法治国新要求。

（二）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正义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的理论源泉

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的正义精神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提供理论支撑。中华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法治方面亦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的重要论述具

有深厚的传统法治文化底蕴，是对以儒家为主的，融合法家和道家等法治文化精华的正义理论的

继承与发扬。

其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②，彰显正义的论述，主要吸收了儒家的法治文化

“刑者德之辅”的德主刑辅、“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的思想。自古以来，德治与法治不是排斥的

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德治是法治基础，法治为德治提供保障。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德治与

法治的含义及目的不同于传统的德治与法治的含义及目的。后者主张用道德教化作为规范臣民的

主要方式，辅之以刑罚作为道德失范的次要手段，目的在于维护中央集权和巩固统治。而当前法

治建设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发挥法治的主要作用，辅之以德治弥补法治之不足，通过 “一手

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价值的现实需求。而

且，德治更加兼顾情理，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法理与情理的和解。正如习近平所言 “法律不应该

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

事人的 ‘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③。

其二，“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凸显实质正义的论述，吸收了道家的正义论，是将静态的

法律转化为动态的法律、将纸上的法律转化为现实中的法律、将 “死”的法律转化为 “活”的法

律的体现。“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制

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的论述，则是强调实施

之于权威的重要性，而实施之精要则在于公正二字。“法律需要人来执行，如果执法的人自己不守

法，那法律再好也没用！”⑤ “严格文明公正执法是一个整体，要全面贯彻。文明执法、公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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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调，严格执法也要强调，不能畸轻畸重。”① 以上论述与道家 “法度者，正之至也。……精工

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② 的法治文化中关于公正之目的在于法律治理的阐述相契合。公平正义

的法律倘若没有得到执行，那么这种观念上的公正只是虚妄。正因如此，强调法律的执行才能真

正将公正落到现实层面。

其三，“公生明，廉生威”，凸显正义效力的论述，吸收了法家正义主张，指出了法律的作用

不止于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社会秩序，其公正价值更应得以彰显。法家曾将律法称为 “大公至

正之制”，之所以凸出公正，既因为法律制定要公正，又由于执行法律要公正，“商君治秦，法令

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天子，黥劓其傅”③。以反腐倡廉为例，在反腐

斗争中，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腐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向人民群众交出的一份写满了社会公平正义的满意答卷。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

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

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④

只有执法上的公正才会带来政治上的清明，而这种清明又是树立公信力必不可少的源泉。

（三）西方法治正义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的重要借鉴

西方法治正义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的提供理论借鉴。习近平指出：“法治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

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⑤ 观现代法治正义之精要，言必曰西方法治正义之旨趣。

长久以来，西方法治理论成果为我国法治建设所吸收，产生了重要影响。

西方法治正义的理论源头包括朴素的古代正义论思想。首先，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

先后探讨了有关法治正义的话题，并使正义问题系统化。苏格拉底曾坦言 “守法就是正义”。⑥ 柏

拉图在 《理想国》和 《法律篇》中体现了他的正义思想，他在 《理想国》中将正义划分为国家的正

义和个人的正义。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各安其位是为国家正义，而个人正义是理性、激情与欲

望各尽其责。其次，在关于法治的定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其涵盖两层内容：其一，制定的法律获

得普遍的服从；其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在这里，他将正义视为人们对法律

普遍服从的体现。此外，正义还是作为判断一部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的依据和准则，即符合正义的

法律是为良法，反之，则为恶法。由此，他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良法善治相结合便构成了法治的

基本含义。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主张，以契合事物合乎公平正义的本性，在

他看来公正是整个德性，而不公正则是整个邪恶。最后，简明扼要的法律谚语凸显公平正义的价值

理念。公平正义从来不缺乏在法律上的彰显，质言之，在法律领域公平正义这一抽象的原则变得格

外形象具体。有着良好法治传统的西方市民社会，在市民阶层的广泛参与之下，形成了一条条闪烁

着智慧之光的法律谚语。它们贴切市民生活、反映着真挚淳朴的法律公正情感，例如，“正义可能会

迟到，但绝不会缺席”“法是关于人和神的学问，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正义不仅应得以实

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迟到的正义为不正义”等。

西方法治正义的理论源头蕴含多元的近现代正义论思想。近现代以来，西方正义理论有关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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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综合、人权、社群主义等方面悄然兴起，而其中关涉法律内容的尤为明显，相当部分的正义

论学者直接将正义与法律正义相混同，这是值得商榷的，但是足可见法治正义的重要性。自然法学

派的产生，其根源直指法的正义性，该学派的基本观点认为符合正义原则的法律才是法律，否则就

不是法律，格老秀斯在 《战争与和平法》中论及到法 ‘ｉｕｓ’应含有正义的品德；斯宾诺莎区分了自
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在前者状态下由于没有私有财产，故而无所谓公正与不公正之说，在后种状态

之下，国家和法律是私有财产的强有力的保护神，每个人的行为受到约束进而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区

分。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旨在约束国家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康德是最为典型的 “权利正义论”

者，他认为法律上的正义就是正义的主要内容，并非常重视公正和正义价值的实现，“如果公正和正

义沉沦，那么人类就再也不值得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①。边沁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

标，从功利的角度阐述了他心目中的正义所指。此外，霍布斯、洛克、卢梭、亚当·斯密、葛德

文、黑格尔、约翰·密尔等均对正义有不同的见解。现代正义理论以约翰·罗尔斯、诺齐克等人

为代表，其正义理论对法治正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立宪民主制下，通过在原初状态中选择正

义原则、制定宪法、制定法律、规范的运用四种阶段顺序下正义的原则方得应用。在其正义原则

的架构下，良心上平等自由、宽容。宪法正义与参政自由相融洽。与法治相关的个人自由相对于

经济自由而言具有优先性。诺齐克的正义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在有关法治方面差别之一就在

于，诺氏的正义观主要属于程序正义范畴，罗尔斯的正义观主要属于结果正义范畴。

二、问题语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的出场境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的重要论述并非离开现实问题，空谈正义，他向来反对离开现实条

件谈正义的高谈阔论。从这些论述中他深刻认识到法治正义的实现还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纷繁

复杂，倘若处理得当，将会推动法治发展更上新台阶，反之，则是阻碍法治公正实现的拦路虎。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演进中的法治正义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正义的实现何以可能？一直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努力探索

的问题。

毛泽东时期，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刚刚成立，各项法律制度百废待兴。他积极推动废除以 “六

法全书”为象征的旧法统，建立社会主义新法制。一方面落实人民民主与平等思想，另一方面废

除旧法建立新法，要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并严格落实制定的法律。从 《共同纲领》到我

国第一部 《宪法》，其中的法制进展都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除此之外，由于各项制度建设均不

完善，一边总结前期革命斗争时期法制实践的经验，一边借鉴苏联的法制发展情况，用以弥补我

国法制刚刚起步不足的缺陷。因而，在这一时期，具有初步的法制思维意识、形成基本的法制原

则、提供基础的法律制度保障是实现法治正义急需解决的问题。经过十年 “文革”的动乱，新中

国成立后的法制建设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继续恢复并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实行党政分离、防止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现象的发生，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必然趋

势。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

法律在市场领域内对不同主体利益的调整分配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遵循法制发展的客观规律，

依法治国是我国法治发展史上由 “法制”到 “法治”转变的一个巨大飞跃。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

历史经验的总结，习近平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法治的发展规律。全面依法治国更加突出法律治

理的全面性、整体性、目的性和长期性，这是新时代法治正义的内在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的一个重点领域。一是，对党组织和党员而言，要培养法

治思维，既要学法懂法，又要用法守法。始终 “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

·５１１·

正义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中的三重语境★田坤，廖小明

①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１６５页。



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①，其具体要求是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绝

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②。二是，要加强党内立法工作和健全以党和

国家监督体系为代表的制度建设，形成以党章为主的并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完善的党内法规

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

内法规制度体系，加强和改善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这也是依法治党的必然要求。三是，腐败

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同腐败斗争到底除了要加强党性修养教育、端正党

风严肃党纪之外，更要发挥法律的强制作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腐败分

子秉承 “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零容忍态度，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

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③ 的坚

定决心和敢为人先的魄力，使社会公平正义水平不断获得提升。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为随后的宪法制定提供了条件。１９５４年，我国第一部宪法在 《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制

定完成，并于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此后，受 “文革”等的影响法

治建设出现倒退，法治公正更是无从谈起，七五宪法作为这一时期的产物带有极为浓重的 “文革”

色彩。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新的起点，开启了我国法治建设又一新的时期。党的十五大提出 “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更

加公正的新时期。继党的十八大提出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

针之后，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又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目标，以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为契机，

对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更加细化，助力我国法治建设走上快车道。

当前世界局势变幻莫测，在现行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规则框架之下，总是存在着

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问题。在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战硝烟四起，发

展中国家经贸秩序在现行规则体系下难以为继；在政治上，霸权主义从未退场，主权国家因发展

程度、综合实力等因素在无形之中被划分为大国和小国，其直接后果是 “弱国无外交”，在国际事

务上缺乏发声的话语权，甚至在国土安全上也难免被强国所欺负，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荡然

无存。西方发达国家常常肆意乱用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甚至绕开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为达自身目

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这种滥用规则，无视规则存在的行为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不满，只顾自己

发展，破环他人发展的行径更是自私自利的展现。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旧格局，国际社会

希望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法治建设推进中，正义的内在张力是解决正义问题的内在根据

一是司法不公让正义蒙受羞耻。司法的本性在于公正，其内涵的价值准则包括公平、正义、

平等、正当等内容。过去一段时间，曾经由于法治体系尚不够健全完善，出现了一些司法不公的

现象，例如司法裁判不公、司法执行不力等。主要表现为由代表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和人

民法院对案件的追诉和裁判所引起的，侵害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

基本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所酿成的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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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法律规则与人情关系难分难舍。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法，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关系和请托

人情，从而为遇事不找法、遇事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等此类不良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诸如

“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出于个人利益，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或者以其他明示、暗示方式插手干

预案件，甚至让执法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的事”① 也就见怪不怪了，然而这样的行为显然与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相违背，与现代国家所极力提倡的规则意识相矛盾，更是与公平正义

的法治精神相不容。

三是执法环节存在实体与程序的空场。现实中，执法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拥有独立的执法权

的保障机制还尚待健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执法理念仍需强化，公权侵犯私权的案件仍不断发

生。一方面，任性的权力必须以 “制度的笼子”监管；另一方面，必须保证法律的严格适用和执

法程序的合法、公开、透明。这两个方面一个都不能偏废，否则执法的公平正义将消失得无影无

踪。曾引发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讨论的 “暴力拆迁”和 “城管暴力执法”，就分别是上述两方面出

现问题的典型体现，在法治缺失的场域下，作为个人的公民一方，其合法正当的权利诉求得到满

足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由此将导致执法机关本已呈现弱化的公信力几近 “透支”，法治权

威性必受影响。

四是司法制度亟待改革和发展完善。在司法改革之前，在司法活动中缺乏冤假错案的防范机

制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是冤假错案形成的主要原因。以佘祥林案为代表，在刑事领域内的冤

假错案往往与犯罪行为人的生命与人身自由相关，所以尤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总结诱发冤

假错案的原因时，除了冤假错案的防范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未完全建立健全外，证据制度建设不

完善对防范冤假错案的产生也存在较大影响。以刑事领域内的冤假错案为例，相当部分的冤假错

案成因与非法证据未完全排除不无关系，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形下，部分法院不是坚持疑罪从无

的原则，而是采取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错误做法，最终导致冤假错案的形成，损害了公平正义。

五是法治队伍建设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俗话说 “打铁还需自身硬”，法治队伍的建设关乎中国

未来的法治发展事业，法治队伍的建设职业操守和个人素养是基础。法律职业以其特殊的职业属

性要求从业人员应当具有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否则将损害公众对于法治公正的信仰。最高人

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曾言，“导致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很多，司法人员底线失守确实也是其中的重

要原因”②，这一情况难以想象却又在情理之中。仅是司法人员的底线失守就会造成如此之大的社

会危害，可想而知，律师、公证员、仲裁员、法学家、执法者等出现底线失守的情况，将会对法

治公平正义的实现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损伤。

培根曾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

公正的判决则是弄脏了整个水源。”立足于冤假错案的现实，只有正视冤假错案，及时纠正、防止

发生，才是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近年来，一批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一批锒

铛入狱的 “犯人”得以沉冤昭雪、一批使司法蒙羞的制造者得以追责。种种措施既彰显了我国对

于人权的保障，又重塑了司法公正的权威。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

感情、损害人民群众利益。”③ 基于这样的殷切希望，在实现司法公正的道路上还需砥砺前行、不

可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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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代语境：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正义进程的范式图谱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法治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中指明

了当前乃至今后我国的法治发展方向。同时，这也契合了人民群众对于公正价值需求的美好向往。

在推进法治建设公平正义的过程中，“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不能

少，放眼全球，世界各国人民对全球法治正义的向往也空前高涨。

（一）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不断增长下的法治正义追求是新时代法治正义的根本追求

当前的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速度有目共睹，

短短几十年间完成了从落后、紧追到超越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

正在放缓，但是质量却在不断提升，然而从微观上看，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弊端显露无疑。从根本上而言，这些问题的产生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自改

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法治正义追求集中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各种问题。

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从整体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需求的法治向往，这一向往不仅局限于经济民生领域，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治理和

生态领域。

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影响民生与社会治理中的公平正义。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体系、

扶贫、医疗卫生、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等各方面，均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休戚相关，在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中国社会，缓解发展矛盾、缩小发展差距必须以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

指出 “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

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

持续”①，由此，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作用，更突显其重要性。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都同样需要深入

贯彻法治正义，以促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社保公平、医疗卫生公平，不断完善社会治理，巩固

和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例如，在社会治理方面，习近平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强调科学的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新

趋势。唯有民生公平正义得以保障才能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经济方

面，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提高公民的个税起征点，有利于再次调节收入分配，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作出了很好示范。在政治方面，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保障人民群众拥有广泛

的政治权利、实质性地参与政治生活需要落实相关法律规定。在科技文化方面，关于知识产权保护

话题的热度从未消减，打击侵权与盗版行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符合当前公众对科技文化

发展的需求；在生态文明方面，加强生态环境立法、严格执行生态环境法律规范，坚决惩处破坏生

态环境的各种行为，力争打赢 “蓝天、碧水、净土”的环境保卫战，还人民群众一个更加适宜人居

的自然生态环境，处理好代际和代内问题是环境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

（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正义的生动实践是新时代法治正义的逻辑展开

新时代，“四个全面”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大战略举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动力源

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执政的经验时，充分认识到 “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

或缺的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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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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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①。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的总体统筹之中，掷地有声地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在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上作出总体部署、采取切实措施、迈出坚实步伐”。②

回顾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相关提法经历了如下几次转变。主要包括两大关键性的转变，第

一个转变，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转变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至１９９９年，宪法修正案正式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标志着 “依法治国”方略的转变；第二个转变，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依法治国”发展

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 “全面依法治国”纳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启了中国法治建

设的新时代。此后，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等具体举措，以落实

“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署。这些转变和措施是对长期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经验的历史性总结，体现

了在充分尊重人民的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依靠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深刻实践。

古语有云 “奉法者强则国强”，全面依法治国的正义实践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

督等诸多环节。一是在立法上，要始终坚持科学、民主的立法原则使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更加趋

于公平。以 《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颁行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

大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继出台并施行，党的十八

大以来９０余部党内法规先后修订颁布，法律规范的完善不仅填补了部分法律上的漏洞，还是对社会
热点问题的有力回应。二是在执法上，建立健全各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机制，通过严格规范执法、

不断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赋予行政相对人实质的救济权利等举措，有效减少了暴力执法、钓鱼式执

法、选择性执法等不良社会现象，对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三是在司法上，继续推动

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公平正义这条司法生命线永葆活力。司法工作应当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兜住底

线，因为司法裁判直接关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公正的司法裁判既能达定纷止争的争讼目

的，又能促进和谐社会的创建；而不公的司法裁判既为矛盾的升级转化提供机会，还是社会不稳定

因素的主要来源。要以切实的行动，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四

是在守法上，社会公平正义的落脚点是人民群众，全民守法为推动新时代法治公平正义奠定坚实的

群众基础。人民群众作为法治社会的主体，遵守法律法规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义务，而尊法、学法、

用法是新时代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法治建设不但需要有适合的外部环境为条件，而且需要守法主

体有相当的法治意识，以此培养对法律和公平正义的信仰。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曾深刻地指出，“法律

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五是在法律监督上，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是绝

对权力的体现，法律活动也不能例外，完善以国家法律监督体系和社会法律监督体系为内容的法律

监督体系是构筑新时代社会公平正义大厦的基石，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等法律文件的合法性进行监

督，以及对执行现行法律法规的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为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综上所述，全面依法治国的正义实践，必须要重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这五个环节。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正义向往，是法治正义的人类观照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需要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上拥有与其发展地位相匹配的话

语权和影响力。２１世纪的时代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并在各项国际事务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在现行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规则

框架之下，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问题。为此，建立符合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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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更加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秩序规则的呼声日益强烈。

依靠奉行法治创造公平正义的未来是最佳的路径选择。为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 “提高国际

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

际法治”。① 中国向来主张和平，提倡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面对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秩序，

一方面，我们需要遵守相关原则和规则，并加以熟练运用，以维护好我国自身的合法正当权益；

另一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积极谋求从外部做出改变。对内，“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

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

治文明成果”②。由于世界法治文明具有互鉴性，使得加快中国的法治建设与世界通行的原则和惯

例接轨成为可能。对外，充分发挥大国外交 “有原则、重情义、讲道德、谋公正”的积极作用，

在 “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③ 的现实下，推动国际

关系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在国际治理上，凸出国际公平正义观的价值导向鲜明。在２０１７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的
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深切关怀全球经济治理问题，当世界经济出现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和处于

下行期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注定不能袖手旁观，如何有效协调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

动、效率和公平这三对主要矛盾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都要面临的问题。而在应对全球

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上，习近平主席坚决反对贸易单边主义、

零和博弈思维，提出要 “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④，主张 “国家不分大小、强

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⑤，最终的目的是

“要让发展更加平衡，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发展成果人人共享，就要完善发展理念和模式，提升

发展公平性、有效性、协同性”⑥。还要 “着力解决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照顾好弱

势人群的关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⑦在气候变化治理、网络安全治理两个领域同样如此，始终

将公平正义置于首位。

近年来，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建立公道

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体制、全球治理等国际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彰显了全世界人民对公平正义

价值的永恒追求。现阶段，在中东问题、朝核问题、伊朗问题、全球性的贸易争端等国际事务的

处理上也要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准则，从而推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

同的价值得以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法治问题在许多会议和重要场合做出过精辟的论述。归纳

而言，公平正义价值贯穿始终。新时代，实现法治中的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

生活的一项重要需求，这一需求的满足将激励我们更好地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

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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