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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精神力量
宋劲松ꎬ周

晶①

( 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基地ꎬ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

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联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ꎬ社会治理是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ꎮ 文章从强化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圭臬、灵魂和依托ꎬ凝聚思想共
识ꎬ加强系统治理ꎻ培育法治精神ꎬ推进依法治理ꎻ重视道德教化ꎬ实现综合治理ꎻ塑造良好心态ꎬ注重源头治理等方面进行
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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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ꎬ

共识、凝聚力量ꎮ 正如习近平所说:“ 国无德不兴ꎬ

有效整合社会意识ꎬ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

人无德不立ꎬ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

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ꎬ是国家治理体系和

心价值观ꎬ莫衷一是ꎬ行无依归ꎬ那这个民族、这个国

ꎬ并要求“ 要树立大宣传的

家就无法前进ꎮ” [３] 古今中外ꎬ概莫能外ꎮ 比如ꎬ中

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

礼智信” ꎬ它不仅深深地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观念和

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１]

工作理念ꎬ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ꎬ把宣传
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２]

ꎮ 同时ꎬ与人们日常工

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儒家所倡导的“ 仁义
行为方式ꎬ成为广大民众无比敬畏、终身恪守的生活

作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治理也是涵养核心价值观的

准则ꎬ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治理方式ꎮ 同

重要载体ꎬ日常治理工作有利于落实、落细、落小核

样ꎬ西方国 家 也 非 常 强 调 国 家 运 行 的 基 本 价 值 取

心价值观的目标与要求ꎬ使其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
的基本遵循ꎮ 因此ꎬ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是紧密
相联的ꎬ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的内在精神支撑ꎮ
尤其在当前社会群体思想多样和价值多元的背景
下ꎬ我们更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推进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精神力量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强大整合力、感召力和凝聚力ꎬ强化社会
治理的价值导向ꎬ注重在日常管理中彰显鲜明社会
主流价值导向ꎬ创新社会治理体制ꎬ改进社会治理方

向———“ 立国价值”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ꎬ将其视为是
国家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ꎬ是确保社会
有序发展的精神支撑ꎮ 比如ꎬ法国思想家涂尔干认
为ꎬ社会成员必须拥有“ 集体意识” ꎬ即共同价值观
念和道德规范ꎬ才能使社会秩序的形成和长久维续
成为可能 [４] ꎮ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ꎬ公共精
神教育的必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提供“ 正义制度的稳
定性所依赖的义务感和职责感的基础” [５] ꎮ 法国思

想家托克维尔阐述了政治信仰之所以极其重要的原

式ꎬ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ꎮ

因ꎬ就在于“ 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ꎬ就根本无法

一

动” [６] 等等ꎮ 可以说ꎬ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存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凝聚思想共识ꎬ

加强系统治理

存在ꎬ 因 为 没 有 共 同 的 思 想ꎬ 就 不 会 有 共 同 的 行
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旗帜和内在动力ꎬ它通过整

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都离不开核心价值

合社会意识、凝聚思想共识、规范社会行为等ꎬ在社

观的思想引导和精神支撑ꎬ都需要核心价值观巩固

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效能ꎮ 社会治理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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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ꎬ贯彻施行各种社会规范ꎬ进行

着多种规范与制度ꎬ各自又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要

社会控制ꎮ 但同时ꎬ它还包含其他任务ꎬ主要有:一

求ꎬ必然也会存在一些区别ꎬ甚至会产生一些矛盾ꎬ

是确定社会生活的共同目标ꎬ使社会成员思想上行

比如ꎬ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等等ꎮ 特

动上一致ꎬ并通过一定的机构和手段指挥或指导人

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ꎬ“ 社会治理模式正在

们的行为ꎻ二是按照客观规律组织人们的社会生活ꎬ

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ꎬ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

提高社会运转的效率

[７]

ꎮ 也就是说ꎬ社会治理不仅

需要制度和规范等硬性手段ꎬ也离不开价值的引领ꎮ
秩序的有效性取决于内外约束的有机结合ꎮ 外在约

合ꎬ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
变” [９] ꎮ 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之路ꎬ以良法善治为目

束的效能取决于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ꎬ内在约束

标ꎬ以社会协同为路径ꎬ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ꎬ

的动力来自于人们发自内心的自省自律ꎮ 可以说ꎬ

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ꎬ构建

“ 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制都是信念、价值和习惯等
文化精神的表达方式ꎮ 任何一种社会管理体制都需

要社会管理各方对社会管理体制具有一种深厚的、
持久的承诺ꎮ” [８] 因此ꎬ有效的社会治理必须有一种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ꎮ 因此ꎬ多层次多领
域的社会治理也非常需要有明确的“ 方向标” 、强劲
的“ 精气神” 来统合ꎮ 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一“ 基本内核” 为价值引领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基础性、广泛性的共同信仰作为思想引领ꎬ必须有一

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影响力ꎬ将其贯穿于社会治

种导向性、凝聚性的精神力量作为内在支撑ꎬ以此来

理体系的设计、实施、保障等全过程ꎬ贯彻落实到社

引导、团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在理想信念、价值理

会建设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制度安排之

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凝聚在一起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

中ꎬ使整个社会治理拥有坚实的思想基础ꎬ促进社会

值观在整个社会价值观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摄地

治理各方面的联动和集成ꎬ形成紧密相连、相互协调

位ꎬ具有强大的思想整合功能ꎬ能够有效促使社会成

的社会治理体系ꎬ发挥其总体效应、增强其总体效

员接受主流价值观ꎬ引导社会成员形成思想共识、达

果ꎬ加强系统治理ꎮ

成一致行动ꎬ形成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ꎬ为社会
治理提供价值引领ꎮ
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ꎬ其体系内部是一个相对
独立和完整的系统ꎮ 共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鲜

二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圭臬ꎬ培育法治精神ꎬ

推进依法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

明特征ꎬ支持多元治理主体即政府、市场组织、社会

方式ꎬ要更加注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

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协商合作ꎬ以实现政

重要作用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

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ꎮ 而治理主
体的多元化必然会呈现出多样化的思想认识、复杂

治国家ꎮ” [１０]１３８ “ 法者ꎬ治之端也” ꎬ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ꎬ良法是善治之前提ꎮ

化的主体关系ꎮ 因此ꎬ有效的社会治理需要有一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

整合中心能够对多元主体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

魂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

进行统合ꎬ以促进形成一致的行动ꎮ 在社会学里ꎬ整

体现ꎬ也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ꎬ是社会治理有序推进

合中心是指能够对公民个体、社会群体产生吸附力

的思想保障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

量ꎬ使之团结凝聚为一个社会整体的社会事物ꎮ 我

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ꎬ是全国各族

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整合中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思想

人民在价值领域广泛认同的“ 最大公约数” ꎮ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

文化系统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

善ꎬ但怎么改、怎么完善ꎬ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ꎮ”

识形态的本质要求ꎬ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

[１０]１０５￣１０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ꎬ必须

求ꎬ具有引领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凝聚社会思想共

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坚定政治定力、增强

识的整合作用ꎬ它整合了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

价值支撑ꎬ为社会治理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ꎮ 社会

的价值目标与价值追求ꎬ能有效引导多元治理主体

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指向的价值目标、价值准则等ꎬ也

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ꎬ促进各主体为实

直接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影响着人们的经济关

现公共利益而协商合作、权责分担ꎬ从而增强社会的

系ꎬ引导人们克服功利化、短期化等经济行为选择ꎬ

凝聚力和团结度ꎮ 而且ꎬ在不同社会领域中也存在

有利于营造讲社会责任、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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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诚信守约的经济环境ꎬ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ꎬ为

觉践行者ꎬ也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自觉遵守者ꎬ增强

社会治理提供良性的经济秩序ꎮ 而且ꎬ核心价值观

全社会厉行法治的自觉性ꎬ引导人们共同参与到依

也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ꎬ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

法治理之中ꎮ

最深层次要素ꎮ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能够增强法治的文化和道德底蕴ꎬ为社会治理营造
和谐的文化氛围ꎬ有利于法治文化的培育ꎮ 党中央
之所以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
工作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ꎬ将其融
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ꎬ其重
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加强法律法规的价值导向ꎬ确保
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在具体实施中不偏离正确方
向、不违背立法宗旨ꎬ防止社会治理偏离价值理性而
异化为一种权力主导的治理ꎬ从而完善法治保障的
社会治理体制ꎬ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ꎮ
培育法治精神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

三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ꎬ重视道德教化ꎬ

实现综合治理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指出: “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ꎮ 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
用ꎮ” [１３] 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ꎬ必须做到综合治
理ꎬ既要运用政权、法律和纪律等硬治理手段ꎬ也要
运用道德、习俗、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非强制性软
治理手段ꎮ “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ꎬ道德是内心的法
律ꎬ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的作用” [１４] ꎬ法律明确规定社会成员应该做什么、必

基本内容ꎮ 法律的权威是基于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

须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ꎬ强制要求社会成员遵守既

诚信仰之上的ꎮ 无论再多的法律、再好的规则ꎬ必须

定规范ꎬ为社会治理提供原则和依据ꎮ 道德则是社

转化为人们深刻的认同和内心的自觉才能真正为人

会的隐性制度ꎬ为社会治理提供精神信仰和自律意

们所遵行和贯彻ꎮ 党中央之所以强调要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工作ꎬ其中一个重要的目
标就是要培育人们的法治精神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ꎬ“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ꎬ关键是要立规矩、讲
规矩、守 规 矩ꎮ 法 律 是 治 国 理 政 最 大 最 重 要 的 规
矩”

[１１]

识ꎬ“ 不知耻者ꎬ无所不为” ꎬ道德引导社会成员发自
内心地自觉遵行规范ꎮ 在中国传统社会ꎬ“ 德治天
下” “ 隆礼重法” 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方
式ꎬ“ 崇德向善” “ 止于至善” 就是一种强大的道德力
量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ꎮ 早在二

ꎬ要“ 坚持依法治理ꎬ加强法治保障ꎬ运用法

千多年前的西方ꎬ亚里士多德就高度肯定了道德对

ꎬ强化法治在

于城邦治理的价值ꎮ 他指出ꎬ一个好的城邦ꎬ不仅需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ꎬ实现依法治理ꎮ

要好公民、好政体ꎬ而且还需要好德性ꎬ“ 凡能成善

应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弘扬法治文化ꎬ提

而邀福的城邦必须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１２]

升人们的法治意识ꎬ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
会责任、家庭责任ꎬ养成规则意识、树立契约精神ꎮ
比如ꎬ“ 民主” 与“ 公正” 核心价值观就是人们法治意

邦” [１５] ꎮ 因此ꎬ社会治理需要综合运用法律和道德
的手段ꎬ要将法律的规范作用与道德的教化作用结
合起来ꎬ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ꎬ也以道德滋养法治精

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ꎮ “ 民主” 价值观引导人民

神ꎬ增强社会治理的道德底蕴ꎬ强化道德对社会治理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正确行使民主权利ꎬ培育他

的内在支撑ꎬ为社会治理打牢思想道德基础ꎬ使社会

们的民主政治参与能力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民主” 价

治理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ꎬ实现法安天下、

值观倡导由民做主、民为主人ꎬ它要求人们不仅要有

德润人心ꎮ

责权统一观念ꎬ也应有政治参与热情和监督自觉ꎬ有

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ꎬ它“ 既是个人的德ꎬ也

为国兴盛、为民幸福而尽己之责的责任意识ꎮ “ 公

是一种大德ꎬ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 [３] ꎬ是推动

规范社会制度的价值范畴ꎬ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

德力量ꎮ 核心价值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

会关系时扬正义、遵公道、讲公平ꎮ 总之ꎬ要大力弘

的价值标准ꎬ它指明了国家建设、社会前进和公民发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培育法治精神ꎬ教育人们形

展的方向ꎬ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

成对法律的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的法

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ꎮ 从个人层面

治意识ꎬ养成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

来看ꎬ核心价值观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世原则

盾的理念和方法ꎬ促使人们做到自觉守法、遇事找

和日常行为ꎮ 现代社会学认为ꎬ人并非生来就能够

法、解决问题靠法ꎬ既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

适应社会环境ꎬ而必须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

正” 意为“ 公平正直ꎬ没有偏私” ꎬ它作为一种评价、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前进和发展最深厚、最持久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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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学习ꎬ获得参与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生存能力、

心理也应被纳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ꎮ 当前ꎬ

个性品质、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认同的行为方式ꎬ方能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转型期ꎬ同时也是社会

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所担负

矛盾凸显期ꎮ 如果民众能学会正确地调处矛盾、合

的角色ꎬ形成社会所要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ꎮ

理地表达诉求、妥善地协调利益ꎬ能够理性面对各种

这一过程也就是个体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ꎬ逐渐

风险和考验ꎬ积极应对各种矛盾和挑战ꎬ则有利于将

适应社会生活、认同社会规范的社会化过程ꎮ 以此ꎬ

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ꎬ在源头

培育核心价值观是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ꎬ是提升公

上促进社会治理的有序开展ꎬ减少治理工作的盲目

民素养的重要方式ꎮ

性ꎬ从而有效规避社会风险ꎮ

应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实践ꎬ通

而人的心态是一种内心的、潜在的东西ꎬ摸不

过弘扬中华传统美德ꎬ深入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

着、看不到ꎮ 刚性法律制度、规范约束等强制手段虽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ꎬ弘扬公序良俗ꎬ引导教

有震慑作用ꎬ但无法真正触及到人的内心ꎮ 良好心

育人们追求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的生活ꎬ促进人

态需要经过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精神熏陶才能逐

们自觉认同和遵循社会规范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

渐养成ꎮ 在提高心理调适能力、培养良好心理品质

和道德情感以及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ꎬ养成

方面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发挥强大作用ꎮ 比如ꎬ

良好的行为素养ꎬ为社会治理提供一种道德教化的
支持ꎬ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ꎬ提高整个社会
的公民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ꎬ实现综合治理ꎮ
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托ꎬ塑造良好心态ꎬ

注重源头治理
“ 凡事预则立ꎬ不预则废” ꎮ 事先预测、提前防

“ 和谐” 价值观蕴含着对立中的统一、多元中的平衡
以及纷乱中的有序等辩证思想ꎬ能引导人们形成理

性平和的心态ꎬ学会尊重差异、包容多样ꎮ 再比如ꎬ
“ 友善” 价值观能帮助人们学会以积极向上的心态
去肯定、尊重和成就他人ꎬ构建真诚、友善的人际伦
理关系ꎬ促进社会的有序与和谐ꎮ 可见ꎬ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培育良好社会心态ꎬ是一种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面对多样复杂的利

“ 人心” 治理ꎬ是一种重在治本的源头治理ꎬ能够增

益诉求、交织叠加的矛盾风险以及日趋多元的价值

总之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

取向ꎬ为了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ꎬ几乎

内容和思想支撑ꎮ 面对当前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

社会各个领域都广泛采用了预防措施ꎬ积极主动地

交锋的新态势、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ꎬ我

防范于未然ꎮ 在社会治理中ꎬ如果我们还只是囿于

们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力量ꎬ将

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ꎮ 特别是随着

“ 头痛医头ꎬ脚痛医脚” 的应付式治理、还只是疲于
“ 痛定思痛” 的滞后式治理ꎬ缺乏“ 防微杜渐” 的源头

强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实效性ꎮ

其充分融入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全方面ꎬ凝聚思想共
识、培育法治精神、重视道德教化、塑造良好心态ꎬ从

治理ꎬ则势必陷于积弊成堆的困境ꎬ最终导致积重难

而有效引 导 社 会 治 理 方 式 的 改 进ꎬ 提 高 社 会 治 理

返ꎮ 社会治理创新应加强科学防范、关口前移ꎬ把源

水平ꎮ

头治理作为工作的切入点和着重点ꎬ加强思想预测
和预防教育ꎬ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ꎬ增强社会成
员对治理工作的认知和信任ꎬ为社会治理提供积极

[ 参考文献]
[１]

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Ｎ] . 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４￣０２￣２４

健康的心理基础ꎮ
所谓社会心态ꎬ是指多数社会成员对社会生活
现状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情绪反应和行为意向等ꎮ
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心理基础ꎬ是实
现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ꎬ它有利于引导人们正

[２]
[３]

效地协调利益ꎬ从而有利于提升民众对社会治理合
法性的认同度和支持度ꎬ拉近民众与社会治理者的
心理距离ꎮ 所以ꎬ培育理性社会心态、建设积极社会

(１) .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
工作做得更好[ Ｎ] .光明日报ꎬ２０１３￣０８￣２１(１) .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Ｎ] . 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４￣

确认识社会和自我、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ꎬ有
利于引导人们正确地调处矛盾、合理地表达诉求、有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

[４]

０５￣０５(１) .

[ 法]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Ｍ] . 渠 东ꎬ译.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０:４７.

[５]

[ 美] 罗尔斯. 正义论[ Ｍ] . 何怀宏ꎬ等译. 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９:１８５.

第６期

宋劲松ꎬ周

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精神力量

[ 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下) [ Ｍ] .董国良ꎬ译.北

[６]

[１１]

陆庆壬.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基
[１２]

刊ꎬ２０１２(１) :７￣１５.

[１３]

习近平. 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 ＥＢ / ＯＬ] .

[９]

[１０]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５:２.

础理论研究[ Ｍ]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６:１４３.

陈立旭.论社会管理创新的文化精神基础[ Ｊ] . 浙江学

[８]

(２０１６￣１０￣１０) [ ２０１８￣０４￣０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１４]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Ｍ] . 北京:外文出版社ꎬ

[１５]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１０ / １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９４５３９１４＿２.ｈｔｍ.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
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 Ｍ] .

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８:５２４.
[７]

５５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十 八 大 以 来 重 要 文 献 选 编
( 上) [ Ｍ]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４:５３９.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 Ｎ] .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４￣１０￣１９(１) .

习近平.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Ｊ] . 求是ꎬ２０１５

(１) :３￣８.

２０１４:１３８.

[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Ｍ] .吴寿彭ꎬ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６５:２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ＯＮＧ Ｊｉｎ￣ｓｏｎｇꎬＺＨＯＵ ｊｉｎｇ

(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ꎬＨｕｎ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ꎬ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４１１２０１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ｔｏ ｆｏｓｔ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ꎬ ｓｏｕｌ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ａｗ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ꎬ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ｓｈａｐｅ ａ ｇｏｏｄ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ꎻ

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