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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周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时代精神； 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面对困扰当今国际社会
的各种复杂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引领人类走出困境、 走向光明
未来的指路明灯。

论道说理

理论特稿

自媒体在为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活力的同时， 也带来不利因素。

自媒体传播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困境
■谢俊

随着媒介组织的深入发展， 以自
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呈现强劲的
发展趋势， 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传播带来机遇。

但是， 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为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添活力， 另一方面也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带来不利因
素。

首先， 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

造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式微。 自媒
体时代， 传统单向度信息传播的权威
性和主导权被削弱， 扁平化的传播模
式呈现“去中心化” 或“无中心化”
趋势， 人人都是传播中的节点， 自上
而下的权威播报与发布逐渐被非线性
的网状辐射所取代， 主流意识形态的
控制力被逐渐削弱， 多元价值观、 多
种社会思潮冲击着高校网络。 面对加
速改变的外部世界和异质思维， 保障
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是重要的国家战略
任务。

其次， 传播内容的“多元化” 消
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作用。
当今， 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文
化多样化、 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 价
值多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可逆转的
趋势， 消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一元化主导作用， 而自媒体便携式、
碎片化、 扁平化的传播特点， 加速
了这一趋势对大学生价值观形成的
影响。 各种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现象， 损坏了大学生独立创新
的思维能力， 导致部分大学生政治

信仰迷茫、 价值取向扭曲， 表现为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差，
践行力弱。

再其次， “点对点” “朋友圈”
的传播方式导致监管难度更大。 从博
客、 微博到微信， 由“发散状流动”
向“点对点流动” 的变化， 自媒体信
息传输跨越了运营商、 社交网络等多
种壁垒， 实现了现实与虚拟的“无缝
对接”， 以移动终端为社交节点的深
耕式传播， 在传播私密性上的限制，
获得了用户的青睐， 同时也引发了监

管难度更大的现实问题。 自媒体应用以
“朋友” 为基础， 成员之间的心理契合
度极高， 信息传播极易被接受和认同，
各种非理性言论或虚假信息容易导致网
络谣言产生， 诱发“蝴蝶效应”， 扰乱
校园秩序。

面对以上种种挑战， 高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育需转变观念， 创新工作
方法， 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
新阵地。

（作者系重庆邮电大学网络社会发
展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境遇与未来发展
———来自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声音

■汪越

金秋十月， 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
大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与会的各国学
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发展” 这
一主题， 就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挑战、
当代生命、 中国探索以及未来发展等
话题， 展开了广泛、 深入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的当
代生命力何在？

当今时代， 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
剧， 人类面临各种复杂的全球性问
题，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何在？ 它将
如何影响人类命运？ 在苏联解体、 东
欧剧变20多年之后的今天， 与会者
再次聚焦这一话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韩震教授直言，
“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处于低潮， 许
多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 许多人不
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认识世界、 改造
世界的武器， 而仅仅将其视为意识形
态”。

社会主义运动低潮让一些西方学
者宣称“历史的终结”， 认为历史已
经在资本主义达到顶峰， 社会主义的
未来只不过是空想。 但现实并没有像
西方学者所想。 社会主义运动虽然陷
入了低潮， 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所
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历史远
没有终结。 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经济
危机、 生态危机、 宗教问题、 文化冲
突， 各种复杂问题相互交织， 这是全
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迈克
尔·莱博维茨教授认为， “全球共同
体悲剧” 的发生， 是因为冷漠自私的
逐利者尽其所能地从“共同体” 中获
利， 这一悲剧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
义制度。 要结束这种悲剧， 我们必须
结束资本主义“异化” 的状态， 必须
转变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必须将“工
人有自我发展的需要” 作为目标。

资本主义世界应对危机时的软弱
无力， 让世人再次将目光投射到马克
思主义上。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少
有的能解释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
所有危机时刻的理论之一”， 美国马
萨诸塞州立大学副教授瓦米西·瓦库
拉波哈拉姆这样说道。

能否回应现实问题， 给出自己的
答案， 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所面临的
新的挑战。 幸运的是， 马克思主义者
从来不惧挑战。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教授迈克尔·布里提出了社会主义三
次浪潮的理论， 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正
面临深层危机和转型， 这可能导致
21世纪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的爆发。
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下的马克思主义
应是全方位文明转型的反映和深化，
这次文明转型将与自然、 人类和社会
息息相关， 与个体和精神紧密相连。

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认为， 要
根治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
必须确立“一球家园” 的新理论。 在
这个过程中， 中国要为全球综合治理
做出重大贡献， 发挥重大作用， 在各
国广大民众中提高社会主义感召力，
引领世界社会主义新发展。

为什么一个曾经被认为近乎“过
时” 的理论在今天又重新引起全世界
的关注呢？ 马克思主义为何始终生生

不息， 它的生命力源于何处？ 北京大
学孙熙国教授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真
正根基和鲜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一
门研究如何让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
大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学问， 实现
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的自由、
发展和解放。 这是马克思“始终如
一” 的目标， 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主题，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做
到了这一点， 就一定会焕发出无限蓬
勃的生机和活力。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
教授汤姆·洛克摩尔也认为， “马克
思主义真正的目的是人类幸福 ” ，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
实现真正的人类幸福， 这种人类幸福
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
现”。

“马克思哲学的轴心问题是‘解
放’， 马克思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归根
到底是对人类解放的思考； 马克思
人类解放的终极追求并非局限于某
一国家、 某一民族抑或某一阶级的
解放， 而是以世界眼光关注全人类
的问题， 希冀联合世界人民， 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解放”， 浙江大学
刘同舫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
命运共同体理论。 他认为， 命运共
同体是站在人类命运与人类解放的
高度， 为应对人类的挑战提出的关
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构想， 是对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继承、 发展
与升华， 这种探索对人类社会形态
的巨大变迁与创建人类新型文明形
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鲜活
生命力的“中国样本”

在马克思主义当代生命力的问题
上， 中国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中国的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鲜活例
证。 埃及经济思想家塞米尔·阿明指
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和思索无
法绕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为它
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
力的现实体现。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 关于中国
道路与中国话语体系的问题引起了学
者的广泛关注。

与会者驳斥了一些学者尤其是部
分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的错误认识。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教授舍甫琴科提
到， 俄罗斯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
中国是一个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
家。 他强调， 俄罗斯自由主义者这种
对中国的认识是不对的。 中国是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 并有众多的理论依据
支持这一观点。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以中国自身特点来理解社会主义的
科学方法， 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 中
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之
一， 是对马克思主义三重属性学说的
发展， 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行不
悖。”

与会者认为， 中国道路的成功探
索， 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和范例。 美
国纽约大学教授奥尔曼指出， 社会主
义必须经过工业资本主义这样一个阶
段， 也会经历相似的问题， 中国正在
经历这样的阶段并成功处理了这样的
问题。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正在沿着马克思所期待的工业资

本主义所走的道路， 它过去在西方没
有走通， 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在中国能
够行得通， 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
避免西方的一些经济上的疾病。”

北京大学孙蚌珠教授总结了中国
道路和中国经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的意义： “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开
放型经济发展的经验， 有益于探讨发
展中国家如何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
全球化中发展以及如何通过自身发展
促进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中共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分析了
中国道路为世界做出的四个贡献， 即

“生存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中国主
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
题）、 “发展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
中国人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 “文
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向世界展示了
贵和尚中、 和而不同、 天人合一的

“仁义” “和合” 文化更具世界道义
性和世界魅力） 和“和平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世界力量结构发生变化
进而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而这是
中国道路的突出性优势。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中国
共产党总结了一系列的重要经验。 北
京大学黄宗良教授认为， 其中， 核心
的经验就是正确理解和稳妥地解决三
个三者关系的三项重要经验： 即解决
好发、 改、 稳 （发展、 改革、 稳定）、
党、 民、 法 （党权、 民权、 法律）、
马、 中、 西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传统
文化、 国外主要是西方文化） 三个三
者关系。 这三个三者关系是十月革命
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
要继承和发展，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的重要内容。

对于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体系的
历史意义， 必须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
的高度加以充分认识。 北京大学孙代
尧教授提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论述， 其中最具有知识论意义
的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阐释。 “这种自觉的知
识论建构， 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
更加厚重的理论感和历史感， 也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建构或中国道路
的学术表达， 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
而历史的话语权是最重要的话语权之
一，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人类文

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审视， 有助于回
应国内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种
质疑或非议，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自信和战略定力。”

面向未来的马克
思主义

在高度评价中国道路的同时， 与
会学者对未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
究、 传播与实践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
主义的未来发展， 首先要在经济领域
探索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经济制度和体
制。 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
席托尼·安得阿尼指出， 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必须要避免市场机制的负
面效应， 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上， 由于
其关心眼前利益的特性， 不免短视和
浅薄； 而忽视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也
必将增大市场外部风险， 最终也会损
害市场本身。 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
题， 市场经济的成功必将带来文化衰
落的开始， 因此现在需要重拾批判和
理性， 呼唤精神和崇高的回归。 莫斯
科大学教授安德烈·科尔加诺夫也认
为， 现代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工
具， 也是构建社会关系体系的工具，
它反映了21世纪全球公司资本领导
权的形式。 市场可能不仅是一只能有
效捕鼠的猫， 也可能是一头社会无法
控制的猛虎。

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对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有自己的见解， “公有
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立
统一的关系， 它们之间既有内在的一
致性和兼容性， 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和冲突。 利用市场经济同时又超越市
场经济， 把公有制的优越性与市场经
济的长处相结合， 这就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意识形态领
域受到严峻挑战。 韩震教授认为，
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就必须
重塑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批判力。 这
要求我们： 正视和回答当代中国社
会面临的时代性问题； 立足于理论
创新， 在先进性上下功夫， 着力赋
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以世
界意义和普遍性的品格； 把批判性
思维和现实批判重新纳入中国化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之中； 在话语权竞争的背
景下， 我们还要变革和完善意识形态的
话语方式。

与会者认为， 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
未来发展， 必须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推
进、 完善中国道路。 中共中央编译局杨
金海教授指出， 中国道路的核心就在于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要坚持中国道路， 就必须坚持经济、 政
治与文化三位一体。 在经济上， 建立合
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 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在政治
上，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道
路、 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指导，
同时， 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外
开放， 包括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 在文
化上，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文化多样
性发展， 在引进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同
时注意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特别
是要教育人民， 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

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 还
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关系。 北京大学李翔海教授指出， 马
克思主义在如何切实推进理想社会的逐
步实现这一中国思想传统的“盲点” 上
体现出了巨大的物质性力量。 但同时他
也指出， 如何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在德性精神上的深度
融合， 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课
题。

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提出， 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应当避免仅仅停留
在语言表达的概念形式上， 不应把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看作出于纯粹的理论动
机， 而应看作是实践导引。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作为中国现代性的创造性重塑，
它不是封闭的， 而应当是开放的。

两天的大会， 学者们各抒己见， 并
发表了 《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学者
共识》， 《共识》 宣示， 马克思主义是
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 它揭示了社会历
史发展的一般趋势， 指明了人类文明发
展的方向， 也是影响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
品格和时代精神；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面对困扰
当今国际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 马克思
主义是引领人类走出困境、 走向光明未
来的指路明灯。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学者观点

文艺应该反映和引领时代精神， 塑造
和凝聚民族精神。

引领时代风气
坚持崇德向善
■肖群忠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 中指出：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
盛，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个民族
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 也需要强大
的精神力量。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
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 没有民族
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 一个国家、 一个民
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社
会主义文化与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当
代文艺， 应该发挥引领时代风气， 坚持崇
德向善， 振奋民族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的
作用， 为中国梦的实现吹响时代号角， 提
供精神动力。

文以载道。 文艺应该反映和引领时代
精神， 塑造和凝聚民族精神。 文艺是给人
以价值引导、 精神引领、 审美启迪的， 文
艺工作者要有“铁肩担道义” 的社会责任
感， 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崇德向善， 歌
颂真善美， 鞭挞假恶丑， 传播正能量， 促
进人民积极向上， 推动社会风清气朗， 扫
除颓废萎靡之风； 应该启迪思想， 湿润心
灵， 陶冶人生， 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 这
才是文艺应该发挥的作用， 而不是调侃崇
高、 扭曲经典、 颠覆历史， 丑化人民群众
和英雄人物， 是非不分， 善恶不辨， 以丑
为美。 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 才能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
力。

发挥文艺引领时代风气、 坚持崇德向
善的正确价值导向， 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做
起。

首先， 要处理好“义利” 关系， 坚持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 在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是为人民服务还是
为人民币服务？ 是以义为上， 坚持文艺创
作的社会责任， 还是见利忘义、 失去文艺
的灵魂？ 这是我们在引领社会风气时首先
要考虑的重大问题。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 “同社会
效益相比， 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 文艺
如果失去为人民和时代服务的根本价值，
而变成金钱的奴隶， 肯定会出现诸多扭曲
乱象， 对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 要正确
处理文艺承载道德价值、 社会教化功能与
市场化、 大众化、 娱乐化的关系， 寓教于
乐。 虽然艺术也要满足人民群众娱乐人生
的精神需要， 但在娱乐化过程中， 一定不
能低俗化， 要有助于提升人民的精神气
象， 培育民族精神。

其次， 坚持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社会
与民众。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
的精神纽带， 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
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一个突出
的问题就是价值观错乱， 是非颠倒， 这方
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 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 文艺工作者是灵
魂工程师， 在塑造影响人民价值观方面发
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因此， 必须坚持正
确的价值导向。 时下， 有一些电视娱乐节
目公然传播拜金主义价值观， 有的作品以
暴露夸大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去获取
外国人的奖项。 这些文艺作品都没有传达
正确的价值导向， 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起到了消解作用。

当然， 也有很多优秀作品歌颂了生活
中的真善美， 传达了社会正能量， 给人民
以希望， 为民族增添力量。 在我国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时期， 曾经有一大批文艺作
品塑造、 培养了一代人， 使他们形成了正
确的人生观。 因此， 我们一定要重视文艺
对社会价值观的塑造引领作用。

再其次， 坚持用文艺培育和提高国民
道德素质， 崇德向善。 “乐者， 德之华
也”。 人民的高尚道德不仅需要礼义教化，
也需要以文艺进行化育。 礼以分别， 乐以
致和。 文艺应该为树立当代崇德向善的良
好社会风气、 增强道德正能量、 建设文明
和谐社会发挥春风化雨的作用。

文艺在培养和塑造人民道德品质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传统 《将
相和》 戏曲， 就很好地传达了中国人强调
人际和谐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杨家将、
岳家军等文艺作品也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
族不同时代的爱国精神。 当代文艺中也有
很多优秀作品歌颂了时代先锋与道德楷
模， 如电影 《焦裕禄》 《孔繁森》 等， 塑
造了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干部形象， 而 《让
世界充满爱》 《父亲》 《儿行千里》 《常
回家看看》 等歌曲唱出了人民群众对爱和
亲情、 孝道等传统美德的呼唤。 当代文艺
应该在弘扬爱国主义和传统美德、 促进社
会风气好转、 凝聚道德正能量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最近展出。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