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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推进，意识形态方面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滋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 加强党

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是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执政地位、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抓
手。 面对当今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网络媒体的多样性等挑战，要以先进的理论武装人民、提升意识形态
话语权并着手增强网络环境的监管力度，以此坚定理想信念、加固价值理念、筑牢道德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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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
握在手中。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保持向上向好态势，但也要看到，当今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市场经济
的自发性、网络媒体的多样性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因此，
我们应当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更有力的举措、更有效的手段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
手中，
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
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1 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的价值意蕴
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形势的剧烈变动，
我国的世情、国情、党情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十九大报告明确指
[1]41
出：
“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加
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不仅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价值理念，更有利于筑牢道德观
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坚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要想继续深入发展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
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撑作用。
1.1 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体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价值体系。意识形态工作
事关国家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理论工程，是全体党员同志必须重视的重大思想工作。牢牢
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领导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战斗的制胜法宝，是我党在结合马
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选择。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是对一定时期经济基础的
反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
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
今日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时之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
坚定理想信念，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支柱和灵魂，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丝毫动摇。这一结论的得出，不仅源于我国发展经验的积累，更是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有利于坚定理想信念，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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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中国共产党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回应能力和指导能力，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革新能
力，使马克思主义充分融入中国的国情现状，迎合时代发展所需，走向广大人民群众。面对开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新机遇，我们不仅要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更要将其外化于行，在紧密联系实际情况的基础
上坚持创新原则，发扬创新精神，力求实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使其更好地服务实践、指导实践，争取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1.2 有利于增强价值理念
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社会的稳定发展，一个人心涣散的社会注定是落魄的失败的。纵观历史可知，强
大的国家背后离不开坚强有力的统一价值观的认可，必须要有能够令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核心
价值观念的约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主流价值观念，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从本质上
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人们的价值观认同并行不悖，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在同一立场和方向，它不仅对
国家与社会、
社会与个人做出要求，更对社会发展、市场走向等多方面价值冲突问题给出参考和规范。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印记，这是专属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防护伞。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由人民
群众创造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凝结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人民群众理应成为其捍卫者和实践者[3]。
五千年的文明成果孕育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我国长期以来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
也为意识形态扎根中国本土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广大人民
群众的共同努力，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
地位，
这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选择。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至今，西方的先进技术、理念等纷至沓来，但一些腐
朽思想也乘虚而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地位的衡量指标，面对国内价
值观多元化的现状，加之西方敌对势力的霸权思想攻击，我们更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
领力的脚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国际竞争力，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各方
面的自信心，逐步改变我国在国际发展中的劣势地位。
1.3 有利于筑牢道德观念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通过社会舆论起约束作用。道德观念不仅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人
的发展，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更是统治阶级维护长期统治的一种手段。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
水平逐渐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有很大改善，人们的道德素质也显著提升。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关
键阶段，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着力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的建
设，
规范人们在日常生活、学习、
工作中的行为，引导全社会树立知美丑、明是非的良好道德风尚。
良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指引，它不仅能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
质，更能塑造崇高的价值追求。然而与当下需求不相符合的是，随着物质产品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也面临着多重挑战，现实生活中诸如道德滑坡、拜金主义等一系列与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相悖的现象依然时
有发生，这是对人民群众道德情感的冲击，也是阻碍全社会文明风气形成的绊脚石。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有利于筑牢道德观念，有利于带动全体人民自觉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实
践之中，弘扬良好的道德风尚，将理论与实践深刻结合，使关注与关怀同时发力，既注重道德教育话语体系
的日常化、生活化，又要结合不同人群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注重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大众化，避免出现晦
涩难懂、浮于空中等不切实际的情况，使公民道德规范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将道德观念烙印于
人民群众的脑中。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将社会道德内化于心，并自觉将其作为日常行为准则，才能多领域、全
方位地推进公民道德教育向纵深发展，以大众化、日常化的教育形式将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外化于行。
2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面对的挑战
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探讨，更应该深入实践，切合
人们生产发展所需，从现实角度出发，这就更应该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整体看来，我
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态势是向上向好发展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思潮的复杂性、市场经济的自发
性、网络媒体的多样性等多方面的干扰因素也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建设坚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
聚力和引领力过程中所面对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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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的复杂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经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
社会结构等各方面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社会意识领域也面临诸多挑战。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
代，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们的生活状况日渐改善，随着改革进入更深层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
矛盾也日益增加。社会思潮的复杂多样致使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纵横交叉的局面逐渐成为思想
界的常态，各种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频繁出现也给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了各种阻力和障碍。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在思想领域肆意蔓延，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等
深受影响，过于重视个人私利而忽略集体利益的现象频繁发生，过于享受物质生活而轻视精神培养的行为
普遍存在，各种失信、失德行为多次冲击社会秩序的底线，由此导致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遭受不同程度的侵蚀
与腐朽化[4]。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不容小觑，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对社会主义的诽谤等一
系列有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矛头直指党的指导思想及其所领导的事业，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领导力。从一定角度来看，社会思潮之所以良莠不齐，以致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其本质原因就在于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的理论供给不足，从而为社会思潮的介入提供可乘之机，借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攻击社会主义，质疑我国的发展道路，从不同程度削弱和影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
2.2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我国也用
近些年的成就充分表明了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和正确性。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我国的物质财富飞速增
长，民主和法治意识逐渐增强，国家实现了大发展、民族实现了大团结，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创造了不少
便利[5]。相较于纯粹的市场经济制度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处处彰显着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也是我国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时同样存在着一些无法规避的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至上、金钱万能
等私有制观念也在逐步占领思想阵地，一系列错误的价值观念滋生蔓延，并不断侵蚀人们的头脑，道德沦
丧、低俗谄媚的现象屡禁不止，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
的大相径庭。纵观整个时代背景下，
我国还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很多制度体系还
不够完善，人们的思想观念极易受到负面效应的影响，做出一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行为，从而对主流意
识形态造成冲击，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遭受质疑，就连基本的道德操守和道德底线都被置于脑后，
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2.3 网络媒体的多样性
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社交中随处可见互联网的痕迹，也因此使得网络舆论
成为影响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当今形势下，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谁能
占领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事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发展，由信
息技术领域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大数据独有的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涉及层次深
等特点使得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人人都能自由随意发声的自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形势并不如预想的那么顺利。虽然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搭乘网络媒体的便车进行了更加快捷、高效的舆论宣传，但也有一些多层次、多角度和未经筛
选的信息进入人们的视野，海量的数据资源和快速的数据处理方式使得意识形态建设变得更为复杂而紧
迫，
质量也变得参差不齐。大规模的数据在不同程度上销蚀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快速流动的信
息使得诸如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西方思潮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挑战我国的话语权[6]。同
时，各大社交平台信息传播的方式正朝着更加隐蔽化、类型化方向发展，使得新媒体领域成为国内外宣传的
关键点，这对我国历来实行的党管媒体原则提出挑战。因此，在经济、文化、科学高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如
何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体系，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占据思想制高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无疑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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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的路径考量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关系到党内政策、方针等一系列宣传思想工作的成败。针对当
前主流意识形态的特点及需要，建设一整套逻辑严密、结构清晰、符合现实发展所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必须要从多角度出发，创新多维度引领方式，以先进的理论武装人民，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网络环境
的监管力度，创造性地回答目前在建设路径、建设实效以及表达方式方面存在的问题，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机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四个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更加乐观、积
极向上的态度应对多元价值观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3.1 以先进的理论武装人民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我们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离不开先进的、正确的理论指导，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
同努力，
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回顾党的历史，历届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的创新和发展都是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正是有了科学的理论
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就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建设
而言，
我们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人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是党
和国家必须坚持的指导理论，要想深入贯彻这一思想，必须充分理解其意义所在和内涵所指，只有将其学深
悟透，
并与社会实践融会贯通，才能自觉将其运用于日常的行为和生活中[7]。学原著、悟原理是坚持理论指导
的首要前提，广大人民群众必须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
合理分析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和背景，以此应对各种新挑战、新问题，以坚定的意志力筑牢思想根基，将
其作为实现伟大中国梦目标的有力武器和关键招数。我们要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特点，把握其规律，
坚持正
确的方法论，凝心聚力、狠抓落实，确保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方向，朝着胜利的目标迈进；要勇于拿起马克思
主义理论武器进行反击，
分析错误思想的危害，站对政治立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3.2 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公开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话语权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将其牢牢掌握在手中，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全面从严管党治党，确保意识形态工作的
领导力量和组织保证。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
指导思想，应着力将其作为掌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核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应用于
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部过程，并将其作为话语权的重中之重。
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使舆论符合主流发展的需要，确保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大力弘扬和继承中化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
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要创新理论表达方式，选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使内容不再晦
涩难懂，摆脱“文阀”的圈子，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理论的魅力所在[8]。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避免出现
“为了创新”而“创新”的情况，一切行为措施都要紧密联系人民群众这个基础，深深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土壤，
打造富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我们要加强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评指正，加强人们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面对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的挑唆，更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身上的重担和背负的
责任，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抵制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转变管理观念，做好管理工作，持续提升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凝聚力、引领力。
3.3 增强网络环境的监管力度
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视野，也使互联网逐步成为各种信息的传播平
台。十八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了互联网引导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在当今这个互联互通的网络时代，
如果丧失了网络意识形态战争的主动权，管不住、管不好互联网，势必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造成无法预
估的损害，
这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巩固。
要想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找准发力点，抓住关键点，把握网络传播规律，保证互
联网内容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趋势，
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服务[9]。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今世界发展形势，深刻表明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意义，要求大力构建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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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联网内容，时刻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飘扬在网络空间。为此，我们注意加快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创
新突破，形成各方参与、多元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加强网络技术革新和核心技术创新，保障基础设施完善，
推进我国自主信息网络中心建设，加大科研开发的力度，全方面筑牢网络信息安全的屏障；要更加注重构建
网络治理体系，增强网络环境的监管力度，依法管理、依法整治，加强互联网领域的立法保障，建立和加强主
流意识形态的
“防火墙”
，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法规，有针对性地对某些错误思想和言论进行批判
和揭露，
揪出幕后黑手，
并给予正当惩罚，维护网络信息的安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结束语
4
意识形态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严肃对待。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
工作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其挑战也将更加多样，
唯有继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切实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增强文化软实力，
着力锻造党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和能力，不断提
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建设，同时注重宣传工作，紧跟时代步伐，创新宣传方式方法，选择广大
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模式进行，充分调动其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
潮，保持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国内外多元价值观的挑战。这不仅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更
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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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socialist cause, there are many ideological issues that are
worth noticing along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hesion and leading ability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and it is an important han－
dle for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consolidating its ruling status, and improving its ruling ability. In
s social ideology, the spontaneity of market economy,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mplexity of today’
and the diversity of online media, it is necessary to equip people with advanced theories, promote ideological dis－
course power, and enhance the supervision of online environment, so as to strengthen ideals and beliefs, consoli－
date value concept and build a solid mor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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