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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reform, abolishment
and interpre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decision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also the main path to integrate into leg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to realize good laws and sound governanc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reform, abolishment and interpretation means that the legislation, reform, abolish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must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legislative intent, and through appropriate methods to translate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legal norms. When socialist core values are integrated into legislation, reform, abolishment and interpretation, they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legislation, reform, abolishment and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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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全过程，是贯彻中央决策的重要举措，是融入法治建设的主要路径和
实现良法善治的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全过程，就是我国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
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和立法目的，并通过适当方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
关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必须是融入法律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
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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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明确提出要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
过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的全过程，既是贯彻中央决策的重要举措，也是融入法治建
设的主要路径和实现良法善治的根本保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的基本要求和主
要路径，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意义。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的顶层设计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是贯彻中央决策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
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要求
上升为具体法律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法治环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
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
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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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
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必须全面
贯彻党中央的各项决策，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以法治体现道德
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
值追求。要强化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
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
修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依法治
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
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力争经过 5 到 10 年时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为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是融入法治建设的主要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首先是融入立法，也就是必须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立”即法律制定；“改”即法律修改；“废”即法律废止；“释”即法
律解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四个环节，注重把一些基本道德规
范转化为法律法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对立法的指导作用，为立法提供价值支撑，使每一
部法律法规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改、废、释的指导思想，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定、修改、废除法律法规规章的指导思想，是核心价值观入法的主要途
径。”[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所涉及的范围比融入立改废释要广很多，融入立改废释只是
融入法治建设的一个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既是融入法治建设的主要途径，也是
促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我国立法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
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
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要提高立法质量”[2]。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是全国人民在
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可以“提升法律的道德性和道德
品质”，可以“摒弃那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的法律规定，改造那些道德要求不高、不适应
社会发展要求的法律规定”[3]。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
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
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
益彰”[4]。
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立改废释全过程的重要性、紧迫性，切实
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
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软性要求”向“硬性规范”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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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内在要义和重要举措，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价值自信和法治自觉。

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是实现良法善治的根本保障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要有“良法”。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该包含
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5]。
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法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因而它必须得到普遍
的服从，没有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上；二是良法之治，即作为最高权威的法律本身应当具有某些特殊的
品质，如果法律本身是不公正的，它就不配具有最高权威[6]。法律是否能够获得普遍服从，是否具有最
高权威，关键看法律是否体现人民的根本意志，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
释全过程，才能使法律法规成为良法。
而所谓“良法有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良法的实质标准，包括法律应保护自由、维护平等、体现公
平正义、制约国家权力、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这是法治的灵魂。良法的形式标准是指法律制度在形式上
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包括逻辑严谨、简明扼要、明确易懂、不溯及既往等”[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是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判断法律法规是不是“良法”的重要标准之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立“良法”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基础，习近平指出：“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
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
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8]。立“良法”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全过程，运用法律法
规和公共政策向社会传导正确价值取向，进而实现“善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法机关高度重视在立法中体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
向，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制定法律 25 件，修改法律 127 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 46 件/次，作出法律解
释 9 件”[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但《指导意见》也强调，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治建设还存在不小差距，有的法规和政策价值导向不鲜明，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保障不够
有力。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
一些领域存在立法空白，一些立法相对滞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全过程，是解决上述
问题的重要途径。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的基本要求
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改废释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首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改废释法的指导思想。
根据《规划》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制定、修改、废除和解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
的指导思想，是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主要途径。2016 年通过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7 年通过
的《民法总则》、《国歌法》，2018 年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等，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
法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全过程，应当按照法律程序，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予以推进，不能简单地、生硬地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某些概念或相关名词，融入“意味着需要
使用恰当的方法，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
以自然的而不是强加的方式进入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法律规范，因而融入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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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借助法律方法。不使用法律方法而直接用价值代替法律，会导致法律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10]。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改废释法的指导思想是融入的基本要求，正如《意见》指出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我们必须科学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把握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
取向和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3.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立改废释的立法目的
“所谓价值观是法治的灵魂，是指现代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略，也是社会主体的价值目标选择，具
有深刻的权利属性和应然属性”[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重要的是作为立改废释的立法
目的。近年来，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改废释中，已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融入到法律法规
中。《民法总则》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
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就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我国民法立法目的的重要体现。《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
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国歌法》第一条规
定，“为了维护国歌的尊严，规范国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第一条规定，
“为了保障国家公祭活动顺利进行，加强对国家公祭设施的保护和管理，凝聚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这些都
是融入立法目的的重要体现。

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适当方法转化为法律规范
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是有区别的，道德规范是自律性的行为规范，法律规范是强制性的行为规范。
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人们的行为具有
强制性的约束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立改废释法的指导思想，要融入到立法目的之中，而且更
重要的是转化为法律规范，把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则，“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
求体现到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国家法律和
政策体系的各个方面，推进法律政策规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融合”[12]。正如《指导意见》所
强调的，要“注重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及时上升为法律
法规，推动文明行为、社会诚信、见义勇为、尊崇英雄、志愿服务、勤劳节俭、孝亲敬老等方面的立法
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制定实施的《民法总则》、《英雄烈士保护法》、《慈善法》、《志愿
服务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全过程的具体体现。这不仅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全过程的基本要求，也是科学立法的重要体现。
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的过程中，还要注意融入后法律规范的可执行
性。这方面已经有立法经验，例如，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8 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
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这是一个典型的“道德
入法”案例。不过，在许多人看来，这条“常回家看看”的规定，只是作为一种原则性宣示，表明了立
法者的态度，在实践中很难具有可执行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要通过进一步立法，为老年人的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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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来解决“常回家看看”的具体落实方式。目前已有河南、福建、广西、海南等省出台地方性法规，
明确独生子女在父母住院期间，享受护理假权益，使“常回家看看”成为现实。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的路径探析
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制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必须突出立法引领，以顶层设计实现协同发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带有明显的法律方法论属性。……要找到符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求的进入方
式。……立法是最为简单的融入方法，可以直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到法律规定中”[13]。《指导
意见》强调，法律法规体现鲜明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知认同和自觉践行。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法律制定，包括融入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之中，是全
方位的融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统帅。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
具有最权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要严格依照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进行。在
宪法中规定核心价值观，是各国的普遍做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首先要融入宪法，确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宪法地位，2018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倡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用国家根本法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宪法的重要
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宪法，可以使每一项法律法规更好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
向、公民的价值准则，有利于在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
想道德基础。
法律是指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
的其他法律，包括民商事、行政、经济、刑事、诉讼等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调整重要社会关
系的规范性文件。如《民法总则》、《婚姻法》、《教育法》、《公司法》、《刑法》、《民事诉讼法》
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制定，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法律。2017 年全国人大制
定的《民法总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目的，写进我国《民法总则》第一条，就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法律的典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制度，既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也有利于传播社会正能量，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正如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
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14]。
行政法规和规章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即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居住证暂行条例》、《志愿服务条例》、《学位条例》等。行政法规和规章是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
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法制保障，也是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入行政法规和规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
法的重要体现。《志愿服务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了立法的目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指由拥有立法权的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法律制定，不但要融入中央立法机关的法律制定，而且要融入地方立法机关的法律制定。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每一部法律法规之中，必须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性法规，形成与
国家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法规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不仅
要融入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也包括融入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之中，以实现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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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和规范统一。

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修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改废释，不仅要融入法律制定，还要融入法律修改，对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要求不相符合、不相适应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删除或者补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修
改是“指根据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和现实需求对既有法律法规的变更、删减或补充”[15]。法律制度应当具
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具体到每一部法律法规上又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变化
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有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会滞后，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与
时俱进，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让法律法规更加完善、更加具有时代性。法律修改包括对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等的修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立法机关
应当审视现有的法律法规，强化法律修改，及时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合或者相违背的法律法
规要及时进行变更、删减或补充。
近年来，我国各级国家立法机关很重视法律修改，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修改之中。2018
年 3 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宪法，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2015 年《教育法》的修改，规定“教育应当立德
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2017 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2017 年《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的修改等，都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4.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废止
法律废止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全部或者部分进行废除、
删除的立法活动。法律废止主要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性法规和规章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
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有部分法律法规已经严重滞后于发展形
势和实践需要，继续实施不仅无法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而且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法律法规
的权威性，有的还会产生反作用。对不合时宜、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
法律法规，国家立法机关要及时启动立法程序，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给予废止。2013 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使在我国存在五十多年的劳教制度正式废止。
2018 年，国务院公布了对 5 部行政法规的废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1982 年开始实施的《劳动教养试
行办法》。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我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是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

4.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有关国家机关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对于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具有约束力的解答
和说明。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立法解释是国家立法机关对法律中需要进一步
明确的问题所做的解释，立法解释与法律法规本身具有同等效力。行政解释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部门对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所做的解释。行政解释只适用于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法规的执行。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适用法律过程中对法律具体应用问题所做的解释。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提出，司法解
释，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及时进行修订完善。在司法解释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既符合司法规律，又有助于更好发挥司法职能。该《工作规划》是今后五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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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意见，也是首次对在司法解释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明确规划。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司法解释，让司法解释更加科学、更加透明、更加系统，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
法律解释是准确、完整适用法律的重要手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解释，必须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思想，保障法律解释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律解释，增强适用法律法规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为惩治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重失德
行为，提供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司法支持。当然，在惩治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重失德行为
的同时，也要对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进行奖赏。比如，对“拾金不昧”
的奖赏。这是法律解释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也是法律解释保持正确方向，维护法律尊严，确保法治
的公平公正，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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