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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ivil socialist core values cultivation project,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based on regional culture “accurate” mode,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for objectific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interaction’s research. The paper takes Guangfu area as an example to discourse “precise type” cultivation mode of the citizen socialism core
values, by the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ntonese culture, the accurate dissemination of the
micro-era, the accurate platform of positive energy, the precise example of Guangdong example
and the precise interpretation of Guangdong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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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施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探索基于区域文化的“精准式”培育模式，为推进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实践视角。文章以广府地区为例，从粤文化的精
准解读、微时代的精准传播、正能量的精准平台、粤榜样的精准示范和粤精神的精准演绎等方面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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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式”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的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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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精准思维在全国各项工作
中不断得到贯彻落实。在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工程领域，运用基于区域文化的精准思维，实现
“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的“精准引领”，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念的贯彻落实，也是公民价
值观取向日益多元化引发的必然要求。
“精准式”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是指基于区域文化，从区域文化解读、微时代的精准
传播、正能量平台搭建、本土榜样示范和区域精神演绎等方面找准着力点，倡导精准发力的工作方法，
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突出的问题：文本理论话语难以恰合群众实践的现实诉求、异质话语
体系冲突消解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认、和宏观语境导致公民微观践行出现学理性与现实性的
错位；力求做到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海德格尔等现代释义学认为，人对“存在”的理解要受“前有”、“前见”、“前设”的影响，而
区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性[1]，因此，对区域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必须发挥区域文化优势以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府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培育，观照广府公民“预先有的文化习惯、观念系统”，融合广府文化来开展“精准式”培育已成为一
种应然选择。广府地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准培育模式要经历五个逻辑纽结，即“粤文化的精准
解读”、“微时代的精准传播”、“正能量的精准平台搭建”、“粤榜样的精准示范”、“粤精神的精
准演绎”，这五个依次递进的范畴，表征和演绎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践行、引领
与辐射的培育过程。

2. 认知：粤文化的精准解读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粤文化的精准解读，是广府地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逻辑起
点，也是“精准式”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模式建构的两大向度。一是理论向度：凝练背后的困
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抽象存在着理论凝练背后的困境，只能寻找适合客体情况的渠道，让客
体在理解的基础上“心悦诚服”地接受，方能走出这一理论困境[2]。二是受众向度：善于包容纳新的同
时显露排斥异质文化的本能。广府文化的移民性、兼容性、开放性等特点涵养着广府公民务实纳新、包
容兼并的思想品质，但也偶尔显露排斥异质文化的本能。但因为广府文化在长期历史积淀中逐渐折射出
和谐、友善、自由、平等的价值取向[3]，砥砺着广府地区公民认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能尽量削
弱本能反应，从理性上接纳二者的价值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粤文化精准解读，是指结合广府地区公民的社会实践，挖掘广府文化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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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内容，创造出一系列能够解释、演绎、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话语，以粤
文化阐释并建构起广府地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话语体系，用广府话语促进公民对核心价值观
认知认同。
精准，是求真的延伸，它追求的是一种认真的精神[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粤文化精准解读，必
须在“精”与“准”二维度上“坚持针对性与系统性相协调，务实性与有效性相结合”[4]，把群众工作
做实、做深、做细。在“精”方面必须形成核心价值观和粤文化基于共有价值且相互衔接的知识系统，
即针对广府地区公民的社会实践，以广府文化元素作为生成载体，树立引领公民践行的价值目标，建构
核心价值和粤文化的话语沟通桥梁，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群众破解广府地区的发展难题，增强
广府公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准”方面必须依托广府语言，讲究广府话语策略，融合广府话语氛围，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话语“内容从文本向文化”“形式从教条化向生活化”“环境从宏观向微
观”的三大转化，达成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象认知、情感认同和自觉践行。

3. 认同：微时代的精准传播
微时代是以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公益、微网站、微 APP 等为传播媒
介，以短小精炼为文化传播特征的时代。微时代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了诸如受众面拓宽、针
对性提高、生活化增强等机遇，但遇到的挑战更为突出，包括“扁平化传播模式削弱价值引导主控度”、
“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弱化微环境监管力度”、“微型传播形成个体认知‘信息茧房’”[5]等等。这些挑
战具体到广府地区，突出表现为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不够。因此，如何在微时代下，用
适合的传播路径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广府地区公民价值取向的应然之义，更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更好地为区域群众认同的出路选择。
广府地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微时代中的精准传播，是指广府地区政府及宣传部门要善于应
用各类传播媒介，开辟多个富有广府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微阵地”、并通过广府文化
与核心价值观的融合推进培育内容创新，从而构筑导向鲜明的“微文化”，并增强“微文化阵地”的影
响力与渗透度，以此精准地宣传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广府公民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
微时代的都市市民生活习俗，呈现出个性化、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以及虚拟化、体验化、兼容并
蓄、全方位共享的趋势[6]。广府地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微时代的精准传播，要顺应传统培育向
网络化、数字化转变的趋势，从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中把握精准传播的学脉。用广府文化体
系构筑培育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框架，以官方文化微信公众号为载体，加强文化元素的具象
展示，采用隐含于看得见的物质与文化产品之中的价值观传播方法[7]，推进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认知认同；尊重价值认同规律，以核心价值观专题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在良好的广府文化氛围中，推
进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搭建正能量的精准平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为立
足点与落脚点，引导公民形成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自觉，与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同步推进公民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认同。

4. 践行：正能量的精准平台
搭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准平台，推动更多的公民自觉地践行核心价值观，是广府地区公
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目标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
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8]。而道德是“做”出来的，而非“教”出来[9]。因此，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完成认识的两次飞跃，即第一次飞跃——内化于心：引导公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化”为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第二次飞跃——外化于行：引导公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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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信念“外化”为行为实践，并形成行为习惯。目前，广府地区部分公民出现的以假乱真、以丑为
美、以耻为荣等爱国意识淡薄、不够敬业、不讲诚信和对社会冷漠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践行不够，或者说缺乏正能量的精准平台，有效地将公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日常生产
生活实践中。
广府地区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精准平台，是指确立践行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主体道德责任[10]，结合广府公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和广府文化形式，搭建积极向上的精神平台，为公民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置正气的场域。同时，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正能量二者在根本上是
统一的”[11]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通过反映和总结人民群众的正能量，正能量要通过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凝魂聚心的正能量。
建构广府地区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精准平台，首先要营造他者伦理氛围，确立践
行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道德责任[10]。他者伦理是超越个体的普遍性意向，所谓“子欲利则利
人，子欲达则达人；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在广府地区营造他者伦理氛围，促使公民从冷漠的旁观者
向实际行动者转换，完善自我认知及对本真生活价值认知，将公民的责任心从自我限制中解放出来，强
化公民的主体道德责任，推进和谐有序、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关系的形成。其次要因势而导，搭建广府
文化践行平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地方视域，就会被民众自觉地稀释为区域文化形式。在广府地
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搭建属于广府百姓自己的文化舞台，如广州市“越秀街坊学堂”，通过
“唱文明歌、议文明事、学文明礼、做文明人”四个模块，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通俗易懂沁入街
坊市民心田，通过身体力行的志愿参与，将文明风尚在街坊市民中传扬[12]。再次要结合广府公民日常生
活空间，发展创新践行活动。日常生活空间直接被那些世代自发地继承下来的传统、习惯、风俗、常识、
经验、规则，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等所左右[10]。广府地区的饮茶习惯、广府庙会、广府技艺、广府音
乐、广府话语等等，都是广府地区公民的日常生活情境，这些都可以且应该通过发展创新成为广府公民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在习以为常的文化自觉中顺势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层面走向
实践。

5. 引领：粤榜样的精准示范
榜样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产生的同类事物中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或事，榜样示范法是我们党
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
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13]。但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我国社会，
群众的思想观点和精神生活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呈现选择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使得榜样示范效应弱化。
学界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榜样的泛化和掺杂过多人为因素；榜样性格塑造精神内涵模糊和榜样缺乏可信性；
没有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个体差异等等[14]，这直接导致榜样教育受到损害和榜样教育归于无效。在广府
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要发挥榜样示范的引领作用，主要在榜样的选取和树立上要贴合广
府公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尊重民意，源于百姓回归百姓的榜样才有生命力和感召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粤榜样精准示范，是指坚持时代性和民主性的原则，在广府地区选择贴
实际、接地气、有正气、够典型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打造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样板细胞”，
发挥网络传播功能，以此主导舆论，教育群众，引领广府地区公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粤榜样精准示范，首先要立足百姓，精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
样。如广东好人评选、“牛司令”李连庆等等，再如广东电视台可以年度评选“爱国达人”、“敬业达
人”、“诚信达人”和“友善达人”，这些来源于广府百姓生活中的道德榜样，亲和力与感知性非常强，
容易实现与群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种文化的同质性为群众模范榜样提供了可能，也为本土榜样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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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价值提供了现实。其次要搭建平台，发挥榜样的示范教育功能。搭建榜样宣传展示的平台，如广东
拨 500 万元支持打造 100 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中，广州文化公园重点从“文明”层面，以园
林艺术手法创精品景点“文明之观”景园。创新宣传的方式方法，展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
了榜样隐性的教育力量，注重水到渠成地熏陶；建立榜样与群众互动的平台，畅通沟通互动渠道，让榜
样易于亲近可掬、易于被认知认同和易于模仿示范；建立学习榜样正向效应的平台，分类、分层次地开
展学习和仿效榜样的活动，在弘扬好人好事的道德风尚平台中和广府文化氛围中，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
鼓励等方式，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报的正向效应。再次要建立机制，扩展榜样引领群众践行核心价值
观的作用。将地区践行活动的成功经验总结上升为制度，让制度培养供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习
惯。包括建立和优化榜样的选择机制、宣传机制、榜样权益的保障机制、榜样与群众的互动机制、学习
榜样激励机制等等，从制度上保障榜样的精准示范。

6. 辐射：粤精神的精准演绎
粤精神即“广东精神”，是指在广东生长、实践的精神[15]，是广东人民认同的精神价值与共同追求。
从“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放兼容、守法、诚信”到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厚于德，诚于信，
敏于行”的明确阐述，“广东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并以精准的践行方式诠释与演绎
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的力量，提升着广东改革、发展的精气神。
广府地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粤精神的精准演绎，是指为了更好地辐射广府地区公民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果及经验，将其上升为广东精神的层面，建立长效机制，着眼广府特色，融合核心
价值观内容；有序开展系列活动，让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同时，为我国其他区域公民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提供可资借鉴的培育模式。
广府地区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粤精神的精准演绎，首先要厘清广东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关系。时代需要精神支撑，社会需要精神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引领；
新时期广东精神的由来在于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需要，广东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人文化，
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广东的具体落实。其次要着眼广府特
色，建构融合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容。在广东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中，产生富有广府地区
特色的精神，是广府区域的核心价值。如“敢为人先、奋发向上、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的“广州人精
神”；“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博爱、创新、包容、和谐”
的“中山精神”[16]等等。这些“精神”的提炼和践行，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再次要
开展广东精神的辐射活动，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新时期广东精神的提炼和践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弘扬和巩固。通过电视、网络媒体开展广东精神的宣传和辐射活动，将与其他省市的精神一道
形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力，发挥精神资源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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