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十届九次全会对我省做好“三农”
工作、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全面部署，强
调统筹推进“五个振兴”，在希望的田野上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三农”篇章。“五个
振兴”中，文化振兴是铸魂工程，新时代如
何传承好、发展好中原优秀乡村文化，走
好乡村文化振兴之路，是解决人民美好文
化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
矛盾，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

正确认识文化在乡村振
兴中的作用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的精神纽带。
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发挥着非常
重要的治理作用，它辐射乡村生活世界的
各个方面，深刻影响乡村成员的思维方
式、行为方式，左右乡村价值规范的形成
和日常生活行为的展开。乡村文化是维
系中国农村各种关系的重要纽带，乡村文
化振兴事关社会团结和乡村精神。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之魂。推进乡
村文化建设，能够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精神滋养和价值引导，展现乡村文化自
信和时代魅力，有助于守护优秀传统文
化的“根”；有利于提升农民文明素养，造
就“三农”人才队伍，抓牢乡村振兴主体；
有助于促使文化层面的产业融合，推进
农业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有利于

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顺应广大农民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内在支撑，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作为
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文化对乡村社会
秩序发展影响深远。它在个体层面，展
开社会化教育，实现个体从自然人向社
会人演进；在社会层面，建构社会认同和
价值规范，使社会互动有序，最后达到社
会的良性运行。

传承发展农村优秀文化
困境重重

古老厚重的中原文明孕育了丰厚的
优秀传统文化，在河南悠久的历史长河
中，乡村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乡村文化是
中原文化的标志。随着时代变迁，乡村
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动，新
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风气在不断
形成，乡村治理中的文化衰败、文化失序
问题不断凸显，传承发展农村优秀文化
面临一些困境。首先，农村优秀传统文
化面临存续危机，主要原因是文化传承
主体的缺失。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代际
传承断裂。乡村社会存有大量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比如各类民俗、民间杂技、民
间戏曲、民族语言和各种传统技艺，其流
传主要靠一代一代的“文化传承人”，如
果传承人消失，就意味着这些文化将消
亡。而当前这类传承人正面临着断层，
一些地区特有的民俗文化仅保留在老一
辈人的记忆里，随时可能不复存在。另

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再生产缺乏创新引领
主体。新时代乡村文化组织和人才补给
不足，缺少文化专业人才支撑。其次，农
村传统文化面临失序危机。社会变迁中
的乡土文化边缘化、乡村文化虚化、乡村
价值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表现在乡风民
俗日益成为飘零文化而导致的规范无力、
乡村内部治理秩序难以支撑的礼治式微、
乡绅日常治理的文化形式消退、价值多元
化下的传统与现代文化张力。再次，农村
传统文化面临功能退化危机，主要原因是
乡村文化共同体受到严重冲击，进一步表
现在文化治理功能的弱化上，民风习俗、
习惯规约、道德伦理等乡村治理力量趋于
弱化，乡村社会凝聚力和认同感降低。

以保护传统文化资源为
重点弘扬农村优秀文化

一是重视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

用。为凝聚起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乡
村文化建设必须以存在的问题为抓手，
尊重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引导农民树
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重视传统文化资
源的保护利用，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展开
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吸纳，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形成符合新
时代要求的乡村文化形式。如实施传统
村落复兴行动，实施“拯救非遗民间艺术”
计划，一方面守护乡土文化的物质载体形
式，如古镇古村、民宅老屋等，另一方面守
护乡土文化的非物质内容，如风俗民情、
技艺技术等，将各式乡村文化加以合理引

导融入文旅发展，促进特色文化村镇发
展，以文化形式创新来守望乡愁。

二是开展文明乡风建设新行动。厚
重的中原农耕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优秀思
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发挥着凝
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的重要作
用。要广泛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
风”行动，推动移风易俗，鼓励村民协商
制定村规民约，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

“文明村镇”“道德模范”等基层文明创建
常态化，以榜样的力量引领道德风尚，充
分发挥党员干部、“五老”人员、新乡贤的
模范带头作用。

三是加强农村道德文化建设。大力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深入挖掘农村传统道
德文化资源，培育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
人品德、职业道德，延续和强化互帮互助、
向上向善的乡村社会传统风尚。同时，加
快农村志愿服务事业发展，不断提升农民
精神风貌，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四是深化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弘扬
与发展农村优秀文化，人才是关键。要
实施人才培育工程，因地制宜支持民间
文艺团体、民间艺人、文化示范户等积极
健康的草根文化发展。强化人才培训，
对乡村文化骨干、文化工作人员开展定
期培训，尤其要做好本土“技艺传承人”

“文化关键人”的培养工作。选聘具有专
业特长、热爱乡村文化事业的优秀人才，
壮大工作队伍，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落实
文化人才的保障政策。⑩6
（作者单位：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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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行到什

么阶段，农业必然都是不可替代的产业，

农民必然都是无法忽视的职业和身份，乡

村文化必然都是现代文化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化狂飙突进的时代

里，大量农民的向外流动和频繁迁徙导致

一 些 乡 村 的 衰 落 及 其 主 体 价 值 认 同 弱

化。在当下的想象里，乡村一直作为很多

人的故乡、后方和退路而存在。一些学者

面对“回不去”的故乡，往往充满了文化优

越感、乡愁和他者的想象。毕竟在这些叙

事里，农民往往并不在场，他们描述的乡

村生活也难以成为我们解脱寂寞城市生

活的温柔部分。为什么在乡村经济长足

发展、农民生活极大改善的今天，一些人

却开始急切地哀悼乡村？现代农民作为

一种职业分工和社会身份，是否还是封闭

落后和缺少文化的象征？如何擘画乡村

未来的愿景和乡村振兴战略，促使一部分

人还甘愿做现代农民并更加幸福？如果

单纯从经济层面来考量，这些问题可能永

远无解。全社会必须关心、肯定和尊重农

民生活世界及其生存方式、意义和价值，

优化乡村文化供给，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

需求，提升农民的自我期许。

在历史视野中发现乡村文
化价值

中华文明只有从文化层面来看，才可

以说它的历史是没有中断的。它的基础

几千年以前是农耕文化，现在仍然是这

样。不过，这种文化基础在当下表面上成

了从属的和陈旧的，表现出和当代发展绝

缘、并滞后于当代文化发展的表象，事实

上，当代文化没有超出这一基础。比如，

现在进行的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

一方面承认农村是传统社会历史的遗存

空间，是充满情感归属的文化和生活世

界，十分需要整个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对

于乡村的任何变革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之

上进行；一方面又从根本上否认了传统乡

村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有政治、经济、文

化上持续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权益。这

种矛盾的态度，恰恰使乡村文化问题解决

起来更加棘手。

乡 村 文 化 的 现 代 价 值 不 应 被 忽 视。

有人认为乡村文化就是落后的代名词，事

实上并不是这样。乡村的某些习俗乍看

之下好像是迷信或愚昧，但是在当下并不

是可有可无的。比如农村的葬礼仪式，看

起来繁琐、迷信的说头很多，其实它不仅

是传统的孝道所要求的“礼”，也是对亲

子、亲属、亲族关系的明确定位。这是对

一定办事程序由衷的尊重，对于家族公共

事务的热心和关注，对于乡村社会舆论和

社会秩序有很大影响。任何人都不能有

越礼的言行，否则必然被认为不孝或无

德，在亲戚邻里圈子乃至附近村落就很难

立足。这种文化习俗对于乡村社会关系

的维系和社会规范的维护大有裨益。现

在某些领域的社会失范固然有多方面的

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就是我们的社会失去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某

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文化。我们并不是要求人们回到过去，

而是要肯定农民这种骨子里对秩序和规矩的尊重，这在现代社

会有无可取代的文化价值。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失去这种令

人肃然起敬的东西，都是得不偿失的。

在社会变迁中整合盘活乡村文化资源

现代社会变动不居、变化空前。每个正在成长着的年轻人

如何在关于文化的相互冲突的观点之中，在已经能够通过电视和

网络文化掣肘我们的世界之中，找到自己确切的位置，是一个时代

议题。同理，农民的价值认同和自我期许也是新时代的关键议题。

农民的价值认同和自我期许来自其文化价值的确定性，任

何人都无法在缺少文化的解释和帮助下，“独立地”看待变动不

居的世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

测性以及时空压缩效应，农民普遍感受到强烈的心理变化。利

益格局不断调整，文化观念深刻变革，传统社会图景逐渐瓦解，

造成农民对自身的价值认同降低。在这样的时代，首要的问题

是引导农民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心安理得、安

身立命。其次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提升农民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使乡村社会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第三是满足农民的精神需

求，为乡村的未来提供稳固美好的社会图景。这些都需要整合

盘活乡村文化存量资源，优化乡村文化增量资源配置，发挥乡村

文化的多重功能。

在需求满足中优化乡村文化供给

乡村文化供给必须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和国家的治理需

要。不仅要把乡村文化作为乡村振兴的意识形态教化资源和国

家治理的价值基础，而且要作为关乎农民人文素养、文明素质、价

值认同、幸福体验以及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最终归宿。对于相

对缺乏确定性、安全感和信任感的农民个体，要通过精神文化产品

的供给减轻其生存压力、重塑其价值观念、引导其过高期望、提高

其自我期许；对于国家治理来说，要通过乡村文化供给变革治理目

标、更新治理理念、提供价值支撑和文化安全保障。对于乡村社会

图景重构来说，要通过乡村文化供给，使农民理解变化的急剧性、

增强价值的包容性、把握改革的艰巨性和幸福的主体性。

新时代乡村文化供给必须精选内容、适应市场。首先，它是

关注乡村公共福祉的文化，要关心、肯定和尊重现代农民的生存

意义和价值关怀。它的生产是可以普及和监督的，这样可以保

证乡村文化的公共性和易得性，不被误用和私用。其次，乡村文

化必须是新时代农民共同体的文化共识，而不是个人灵感的忽

然迸发或想当然的独断。只有文化共识才能变成常识，影响和

规范人们的行为。再次，当前文化需求与供给已经变成一种市

场行为，任何一种文化必须在与同类文化的比较中表现出更大

说服力，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这就要求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和

提供者更加尊重农民主体和市场规律。⑩6
（作者系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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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决定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要建

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新乡村。推进乡村文

化振兴，是指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弘扬、

传承、发展、繁荣乡村文化，

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营造乡村文化生存发展的软

硬件环境，激发乡村优秀传

统文化的活力，培育与时代

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的乡村

文化，使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文明乡风得以弘扬，乡村

社会治理水平与居民文明程

度得以提升。从一定意义上

讲，乡村文化建设与振兴是

凝心工程、聚魂工程。

权威 解读解读

文化的滋养对乡村振兴
起着巨大的作用

培育乡土自信，凝聚人心人气。随
着我国快速融入世界产业体系，工业化大
发展带来城镇化大发展。农村人口向城
市流动加速，曾经热闹的广大农村出现了
空巢化、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一些偏远
村庄开始消失，农民在迅速变少，村里的
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即便待在村里的年轻
人也渐渐对农村生活失去信心，这也严重
影响到他们对乡土的认知和自信。党的
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各级政
府都在积极探索本地推进乡村振兴的具
体措施，这大大地激发了广大村民建设美
好家园的信心。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们
对乡村信心不足的问题，则要靠乡村文化
的抚慰与滋养。文化的特质就在于它具
有物质力量难以匹敌的精神力量。它具
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强大的实践创造
力，更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推进乡村
文化振兴，首先要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不仅植根于乡土社

会，源于乡土文化，而且对新时代农村农
民具有强烈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譬如，尊祖尚礼、家庭为本、勤俭持家、邻
里和睦等价值观念，以及守望相助、患难
与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等传统美德，还
有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讲仁爱、重民本、守
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观念在当
今社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弘扬这
些优秀的中华文化精髓，建设具有本地特
色的文化设施，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活动，让群众在娱乐休闲中感受、品味中
华文化的魅力，必然会产生凝聚人心、增
强乡村自信的效能。

发挥育人功能，培养精神品格。文
化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育人。它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影响和教育人，使人在不知
不觉中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文化育人
除了可以用先进的文化知识、理论教育
人，还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来感
化人。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我们建设
和保留一定的文化设施，购置一定的图书
资料、仪器设备，经常性地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这些都可以起到优化文化环
境、教育与感化人的目的。推进乡村文化
振兴，不仅要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和传承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文
化，还要传承中国革命时期形成的红色文
化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产生
的先进文化。这些文化内容在教育人、培
养人的精神品格，引领社会风尚方面都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丰富文化生活，满足精神需求。精
神文化需求是人的高层次需求。按照行
为科学的观点，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安全、
就业等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精神文化
需求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乡村文化振
兴的首要任务就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
精神食粮，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乡
村文化建设一定要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善于用新的艺术形

式表现传统文化的内容，把更多反映当代
群众生活的艺术作品及时奉献给人民群
众，倾力打造老百姓的精神文化家园，使
老百姓真正得到精神的享受。

提升文化品质，增强乡村吸引力。

目前，在农村推进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
设，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
中，各级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
力，使得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路宽
了、村美了、灯亮了、文体活动场所建起来
了，但公共服务薄弱、文化活动与服务内
容少、文化品质不高等问题也凸显了出
来。在一些风景区，缺少文化服务设施，
只是牵强附会地搞一些文化景观，不伦不
类的情况时有所见。当今时代，人们的消
费观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旅游从观光游
变为体验游，吃饭也由吃饱喝足转变为吃
文化、吃品位，甚至连出门在外住宿都要
考虑一下文化环境。因此，推进乡村文化
振兴，需要我们牢固树立文化为魂的理
念，以“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文脉”为原
则，做好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规划
工作，摸清本地文化禀赋与特质，把好建
设项目的文化关，无论是村容村貌整治，
还是民宿、风景区旅游项目建设，都要力
争做到有文化、有内涵、有品位。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要正
确认识和处理三种关系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巨大的系
统建设工程，也是一个文化价值判断与选
择的过程。加快乡村文化建设，实现乡村
文化振兴，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乡村文化
与城市文化、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物质
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关系。

一是在弘扬乡村文化精髓的同时输

送城市文化。乡村文化是乡村居民在长
期从事农业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创造的
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中国的乡
村文化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

农耕技术、农业遗产，还形成了一整套价
值、情感、知识和趣味文化系统。推进乡
村文化振兴，理所当然应把弘扬、传承乡
村文化的精髓作为主要任务。但也应该
看到，乡村文化振兴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
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从这个意义上
来看，老百姓喜爱的文化艺术形式，包括
现代文化、城市文化的新内容也应是乡村
文化振兴需要引进、吸纳、借鉴的。在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很多地方都
在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送戏送电影下
乡，但据统计，在一些地区观看的几乎都
是老年人，年轻人非常少，而且群众的好
评并不多。究其原因，我认为还是送的文
化食粮不合群众的“口味”。因此，在推进
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群众
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及时把乡村文化、城
市文化中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作品和艺
术形式送到他们的面前。

二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的同时引进当代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
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道儒文化为主体，
中国约5000年历史中绵延不断的政治、
经济、思想、艺术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
化的总和。中华传统文化源于我国的乡
村文化，与乡村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忠、勇、孝、悌、廉等思想
理念，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也
是我国数千年乡村文化的价值观念。但
我国的乡村文化具有地域性、宗族性特
征，某一地区的乡村文化往往具有很大的
局限性，因而在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过程
中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代文化的
特点是时代性、现实性，其内容与形式都
更容易被乡村居民接受，尤其是被年轻人
接受。乡村文化建设，尤其是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一定要多引进吸收当代文化作品，
增强乡村文化的亲和力，提高乡村公共文
化服务的可及性。

三是在传承乡村物质文化的同时传

承精神文化。乡村物质文化是指村民在
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产
品，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创造物
质产品的技术，诸如房屋、村落、街道、桥
梁以及饮食、服装等。精神文化则是在物
质文化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人类共有的
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包括文化精
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想等。乡
村物质文化是有形的可以直观感知的文
化。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可以从传承乡村
物质文化着手，譬如建设古色古香的传统
村落、传承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食等。但推
进乡村文化振兴不能仅仅停留在此，而应
把弘扬、传承优秀的精神文化作为更为重
要的任务去做好。这就需要各级政府认
真落实《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建设好基
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文化阵地，保障群
众便捷享受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等
基本的文化权益，使其能在经常性的文化
艺术活动中汲取营养，感悟到中华优秀精
神文化的真谛。⑩6
（作者单位：河南省公共文化研究中心）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打造百姓精神家园

□时明德

弘扬农村优秀文化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李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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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城乡的民俗文艺表演队在孟津县城进行舞狮表演。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