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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思潮对新时代农村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应对

文丰安

摘要：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几

种突出的错误思潮。农村意识形态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几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下，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干扰，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化、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蔓延和滋

长、新传媒助推下的话语权争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弱化的原因，主要在于民众思想的多元化、社

会转型期催生的消极思想以及由网络空间蔓延的错误思潮。因此，有必要从增强党在农村意识形态

中的领导权、打好脱贫攻坚战、传播正能量的媒体文化、引导农村宗教工作等方面入手应对错误思

潮对农村意识形态的冲击，从而加强新时代农村意识形态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

得新的胜利。

关键词：错误思潮 新时代 农村 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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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实施意识形态渗透（崔志胜，2012）、文化殖民与和平演

变战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

的极其便利，……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①
。当今的全球化是在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下进行的，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意

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的过程。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这几

种思潮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

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
②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选择马克

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

及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及方法论指导。农村意识形态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农

村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在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

临着一系列新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稳定。所以，客观地分析中国当前面临

的错误思潮对农村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其产生的原因，结合农村实际，积极探索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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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略，对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

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①
在中国意识形态发

展方向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决定的，也是符合中国意识形态发展

的客观要求的。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

新情况。”
②
在错误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
③
为此，防止错误思潮的侵蚀，要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接受度，不断推进中国主流意

识形态的建设。

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及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

高，人们的思想也进一步解放。各种社会思潮的不断涌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如今，学术界对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关于中国社会思潮的定义，有的学者从整

体层面研究，有“总和说”和“反映说”两种观点。“总和说”认为，社会思潮就是各种思想潮流的

总和。比如吴雁南（2011）提出：“社会思潮是某些个人、集团、阶层、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围绕

社会重大问题抒发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主张、观点、意愿的总和。” “反映说”认为，社会思潮

就是要反映社会某一群体需求的思想潮流。比如赵曜（2002）就提出了如下观点：“所谓社会思潮，

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反映某一阶级或阶层利益和要求的、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某种

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思想潮流。”对比分析上述两种观点，就可发现：“反映说”较“总和说”显得更

为科学，因为“反映说”既阐述了社会思潮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阐述了其表现形式，真正揭

示出了社会思潮的本质。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类型，研究者们总结出以下几种：一种是根据社会思潮的性质，总体

区分为主流与非主流或正确与错误两大类；一种是按照社会思潮的基本主张，具体分为新自由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等。两种划分方法相比较，后一种划分方

法更为具体准确，对开展社会思潮的研究更有针对性。

关于增强引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能力，刘同舫（2010）提出：“当代社会思潮呈现出着意诠释

①
习近平，201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7 月 2 日。

②
习近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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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 月 28 日。

③
习近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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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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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性、以学术策略吸纳民间力量、宣扬知识精英的理性统治以及用唯心史观置换唯物史观

的共同特性。面对当代社会思潮竞相展示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必须转换态度，变被动回应为主

动挑战，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要从话语权的角度，聚焦当前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的几种主

要社会思潮，分析它们的共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逐一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种种谬

论。

综上所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已经得到了整个社会的广泛重视，许多学者也对社会思潮进行

了深入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当前对社会思潮的研究概况来看，不管是理论研究

的系统性还是研究的深度，都需要进一步提升。具体到农村意识形态建设，学界关于当代中国社会

思潮对农村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应对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不仅需要不同程度研究此问题，也

需要进一步优化有关农村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有关农村意识形态建设的政策体系，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引领农村意识形态的建设。

二、中国近阶段在意识形态领域突出的几种错误思潮

当前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危害也较严重的错误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

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等。为了清晰地识别这些错误思潮，下面逐一分析其特点。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

今天，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蚀，具体到中国，新自由主义影

响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自由主义思潮作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右翼主流

的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浪潮下大范围传播，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政治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具有

鲜明的阶级性，是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攫取资源、获得巨额利润的意识形态工具，它的思想主张是

为垄断资本主义根本利益代言的，在社会心理、理论观点和政策倡导等方面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

领国际市场提供支持。新自由主义有许多思想派别，其观点不尽相同。但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政

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宣扬私有制经济的优越性。新自由主义认为私有制经济是

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主张在社会主义框架下实行私有制。其二，主张经济贸易自由化。新自由主

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要求尽量减少政府活动的限度。第三，宣扬市场化。新自由主义主张通

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充分就业和经济均衡。对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不能一概

而论，要具体分析。回顾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要强化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信仰，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能够做到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思

潮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政治倾向非常明显，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借口，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攻

击和亵渎中国共产党，诋毁其领袖人物。其目的在于否定或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共产

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和合法地位，从而达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全盘西化”的目的。历史虚

无主义穿着“学术”的外衣，在学术思想上没有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驳斥的陈词滥调，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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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是大力诋毁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捏造和歪曲一些历史事实，妄图涂改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

史，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甚

至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极力否定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本源，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想要以此达到瓦解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目的。

对任何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评析，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维度来看，都必须通过现象把握其本质，

从整体上全面认识历史条件和过程，科学把握历史规律。然而，在研究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历史虚

无主义并没有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针对历史支流和现象，其主张的思想过于主观，甚至

颠倒黑白，诋毁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

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扭曲和破坏，我们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

（三）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改良理论，为了延缓膏肓之病，主张试图改良资本主义，但它是

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框架内的黔驴之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追求多元的世界观，在实质上，其思想

体系所遵守的就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王路坦，2015）。在经济方面，民主社会主义则主

张经济的繁荣以及国家的福利，这实质上是在美化那种基于私有制存在的混合所有制；在政治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强调政治民主和多元化，但归根结底，民主社会主义所谓

的民主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所能容纳的民主；在国际关系方面，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则主张要

缓和国际关系，希望通过合作，推进国际间的和平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宽

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蔓延滋长，其倡导者就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合时

宜的，民主社会主义更符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所以，他们别有用心地宣传其提出

的“中国已经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荒谬论点，其倡导的所谓“政治多元化”以及“多党制”，

混淆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被消解和淡化，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政

治认同受到冲击，这些都影响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四）普世价值思潮

众所周知，普世价值倡导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本不适合中国的价值观，也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不一致，但一些人想要用人类文明的名义去削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上的指导地位。

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这是毫不动摇的。为此，普世价值思潮在

中国的滋长蔓延，其目的就在于消解或者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指导作用。普世价值

在政治意图方面，主张所有的改革都必须参照其标准尺度进行，倡导把和平、博爱、公平、自由、

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当作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观。但是，普世价值所谓的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

价值观其实都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价值观。具体到中国，普世价值将矛头对着中国道路所秉

承的核心制度和理念，利用话语霸权来促进西方基本制度、价值观的推行，想要渗透中国的政治体

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主要表现是，反对党的领导，敌视人民民主专政，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等。普世价值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编造改革开放是资本主义价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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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的荒谬观点。而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超越阶级、超级种族、超越时代的统一标准和模式，世界文明

本来就是多元化存在的。为此，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不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错误思潮对农村意识形态的冲击

长期以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得到了普遍的遵从，也为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

动力。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些错误思潮在一些农村地区不断地滋生和蔓延，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和干扰了农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度和认同感，使得新时代中国农村意识形态建设

的形势较为严峻，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逐渐淡化

虽然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普世价值思潮的主张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

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侵蚀着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将对农村的意识形态安全产生

影响。

新自由主义主要从经济领域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它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鼓吹资

产阶级“私有制优越论”，有一定的迷惑性，这影响公众对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认同。历史虚无主

义，以否定或歪曲历史的方式，试图实现政治颠覆。历史虚无主义通过一些所谓的理由来驳斥中国

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方面的法律地位，最终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他们的“全盘西化”，其侧重点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否认社会主义等。普世

价值观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归根结底，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议会制等，试图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为资本主义。这几种错误思潮冲击着农村主流意识形态，使得马克思主义信

仰在农村一定范围内被弱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信仰或理想，他们甚至会有政治信仰阻碍其精神发

展的想法。另外，在错误思潮的包装下，许多落后的传统封建思想在农村开始盛行，一些农民群众

不再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而且出现许多人信仰宗教，以此作为精神慰藉；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也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在工作或生活中表现得精神涣散，甚至有些行为

直接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述现象都表明，目前中国农村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在逐渐淡化，

各种错误思潮已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的蔓延滋长

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反，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普世

价值思潮这几种思潮均坚持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对农村意识形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唯心主义抽

象人性论的历史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主张在经济方面全盘私有化，坚持自由至上的政治观点，在

价值观方面积极倡导利己主义以及极端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从唯心主义角度出发，违背最基本

的客观标准，基本上无视历史上的那些客观存在，歪曲和否认历史事实，用当前自己的主观价值尺

度任意歪曲历史（崔志胜，2012）。民主社会主义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出发，坚持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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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原则，只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追求的价值目标，而非现实运动。普世价值从唯心史观的理论

基础出发，以抽象人性论的思想形而上学地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

受几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唯心主义有神论思想在农村意识形态领域蔓延滋长，这突出体现在宗

教信仰问题上。由于中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农村受到错误思潮的影

响，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宗教热。这主要是因为唯心主义的有神论思想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及

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利用农民群众面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的现状，以及错误思潮持续

蔓延这一时机，充当了农村群众精神上的“安慰剂”。

（三）新传媒助推话语权的争夺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思潮是带有一定政治倾向的，它始终是代表着某些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作

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尽管新自由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普世价值

思潮具体的社会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最终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

当前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便捷的“互联网+”使传统传播媒介的受众开始转向新

兴媒介，网络媒介因其更加方便快捷、时效性强和参与度高的特性，在信息的获取、分享和表达上，

成为社会成员乐于选择的重要渠道。一方面，因为新兴媒介的出现，在浏览信息方面，社会成员会

有前所未有的全面体验；但另一方面，对于错误思潮的传播而言，新兴媒介为其提供了一个载体和

平台。错误思潮利用新兴媒介广泛覆盖和高速传播的特点来传播自己的理论，它们的传播方式更加

隐蔽，危害性、迷惑性更大。信息在网络世界中愈加交错复杂，社会成员在甄别信息的真实性方面

所面临的难度就愈大，并且对信息去伪存真的积极性也大大降低。这就使错误思潮容易采取虚假图

片、嫁接事实等手段来掩饰其政治企图，批判社会现实，炒作自己的理论，瓦解中国公民的社会主

义理想信念，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体到农村，新兴媒介

同样改变着农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深深地渗透到农村建设的各个层面，影响着农民群众

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

四、错误思潮弱化当前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分析

把握和探析新时代错误思潮弱化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是推进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在

广大农村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前提和基础。

（一）民众思想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利益，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思想，

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观等错误思潮传播到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这

些错误思潮对农民群体宣扬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且力争扩大影响力。在其影响下，不同的利益群

体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各种利益诉求就直接导致了各种思想观念、价值判断标准、道德伦

理的差异。在思想文化领域，先进思想意识和腐朽思想意识共存已经是常态，这为错误思潮提供了

广阔的传播空间。同时，农民群体思想观念是多样化的，对于错误思潮而言，这也无疑为其传播提

供了需要的社会氛围。随着错误思潮的滋生蔓延，在农民群体身边，一些杂音和噪音经常出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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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思想观念受到误导，弱化了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而言，

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增强农民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显得尤为重要。要避免错误思

潮的滋生和蔓延，就需要加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提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二）社会转型阶段滋生的消极思潮

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取得

了较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现象，如利益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腐败问题

严重、道德缺失等。农村的社会建设于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来说相对滞后，当农民的一些期望得不到

满足时，他们开始寻求精神上的支持。在追求市场经济中的效益以及在获利过程中，农民群体缺乏

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就容易道德沦丧，形成拜金、享乐等不良思想。这些不良思想一方面使中国经

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也为错误思潮的

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利益纷争，这本来

是正常的，但错误思潮却将其利用，趁机诋毁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极力鼓吹资

本主义制度“优越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引发农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

疑，动摇农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削弱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实现其淡化或消解马克思主义意

识形态的目的。

（三）网络空间蔓延的错误思潮

网络媒介有多种载体形式，与传统媒体相比，其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除了网络媒介载体的相

关特性外，通过网络媒介，信息的传输范围无限扩大。因此，通过网络媒介传播错误思潮会扩大其

影响范围。在网络媒介中，因为传播者是处于匿名状态的，信息传播相对自由，在这种情况下，错

误思潮更具侵蚀性，所以，错误思潮中的政治异见甚至政治攻击的言语可以肆意发表在网络媒介中。

错误思潮基于自媒体平台，可以使理论观点引发讨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讨论推向顶峰，形成强

有力的声音。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成员的认识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变化而变得越来

越多样化和个性化。社会成员在面对现实问题而又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焦虑

和抱怨的情绪，若没有正确引导就容易受到消极思想的影响。在传统思想领域，信息传播者大多是

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较高的理性意识，对话语以及观点的控制更加严格。然而，在“互联网+”时

代，网络已经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错误思潮便通过网络媒体传播到农民群众之中，特别是一

些农民文化程度低，更易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在农村地区，大多数农民对错误思潮的政治倾向

和政治意图认识不足，容易受到错误思潮的侵蚀。在错误思潮的传播中隐藏着一些破坏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暗流，这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甚至可能会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防治错误思潮弱化当前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策建议

（一）增强党在农村意识形态中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农村意识形态发展方向上的指导地位，这也符合

中国农村意识形态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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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中国农村意识

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农村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实

践中的发展，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加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

建设，关键在党。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其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能力，关键要有一支富有

战斗力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程伟，2012）。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

工作，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首先，加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

宣传，对农民群众开展务实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深化农村改革和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工作环境。

针对农民群体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应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使农民自觉

抵制错误思潮的入侵。其次，改革基层工作考核机制。事物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要适应形势的发

展改革基层工作考核机制，健全和完善考绩制度，将其与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最后，加强基层

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素养，着力打造高素质的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意

识形态教育不是“领导喊空话，群众听口号”，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农民群众中间树立良好的榜样，积极增强自身理论素养。要在思想方面引导和教育广大农民群众，

让他们领会坚持正确意识形态对他们的重要性，同时注意切实解决农民群众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发展成果也要让大家共享，让广大农民真正把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内化

于心，并在实践中坚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二）打好脱贫攻坚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只有基础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才有闲暇时间去考虑精神方面的投入。在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战略的指导下，推进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村活力得到释放，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激

发，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而言，无疑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针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①
新时代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过程中，要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为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只

有使农村精神文明得到繁荣和发展，农民在其中充分认识到错误思潮的危害，才会逐渐树立起正确

的思想，进而远离错误的理论和观念，自觉追求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

业，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满足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培育新型农民。”
②
坚

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协调城乡教育文化资源配置，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为此，要坚

持实事求是，努力结合当地农村的实际，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让他们共享发展成果，强化

对农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增强农民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①
习近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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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 月 28 日。

②
习近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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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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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播正能量的媒体文化，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

媒体文化本身具有正面和负面的意识形态倾向。一方面，部分媒体文化代表社会正能量的意识

形态，体现着积极健康向上；另一方面，部分媒体文化代表反动的意识形态，体现着消极颓废迷信。

新时代，在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中，要学会分析媒体文化，以获取积极健康向上的充满正

能量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加强主流媒体的建设，发挥优势，将纸媒和网络媒体进一步融合，重点打

造一些主流媒体，让它们能够代表主流意识形态，进而影响乃至统领社会舆论，通过它们使社会大

众形成共同价值观。尤其要加强对社会思潮传播过程的管控，有效防止错误思潮的蔓延，最大限度

地降低错误思潮的影响。以正确的舆论方向为准则，管控主流思潮的内容，营造健康良好的舆论环

境。要注重新闻的透明度，只要不涉及国家安全等机密均可透明化。要让各种信息较快聚集并传送

到农民面前，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有多种选择。要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的受众采用不同的方法，设

计不同受众需要的服务；要发展关于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媒体，为农民的文化生活服务。总

的来说，传播正能量媒体文化，对提升农民的媒体文化辨识力有积极的作用，更能有效地消除和降

低错误思潮的负面影响，对农村的意识形态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四）引导农村宗教工作，积极与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

做好农村宗教工作，需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宪法和法律的范畴内，要尊重

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宗教不能干涉社会、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能借助宗教的“外衣”进行反党、

反社会主义，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宗教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可以引导宗

教适应社会主义发展。在政治上，要求宗教信徒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在国家的法律

法规上，宗教活动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在社会公德方面，汲取宗

教信仰中的正能量，发挥宗教的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宗教信徒惩恶扬善，营造良好的社会公德和文

化环境。因此，不能不管或者不会管理宗教问题。对于管理宗教事务的农村基层干部而言，一定要

把握相关政策和理论；注意宣传方法，引导好宗教活动，充分发挥宗教在道德教化、文化传播、社

会服务中的积极作用，以促进信教农民群众在乡村振兴中多做贡献，使农村宗教工作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事业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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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Wrong Ideological Trends on Rural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Countermeasures

Wen Feng’an

Abstract: There are several erroneous thinking trends and viewpoints in the current state of ideological sphere in China,

including neoliberalism, historical nihilism,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d universal values. Their existence has become a major

hindrance to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lse ideological trends, positions, and activities,

noteworthy problems emerge, including a gradual dilution of Marxist belief, the spread of theistic idealism, and a struggle for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e reasons lie in the fact that people hav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ideas,

and negative thoughts and erroneous position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disseminated online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In respons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up the challenges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by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ideological work,

fighting against poverty, spreading positive energy in media culture, and guiding rural religious work. In this way,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can be strengthened in the new era, and a great cause of advanc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ill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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