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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

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意识形

态领域形势与党和国家整体形势同步向好，马克

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正面舆论力量不断壮

大，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

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

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由于我国改革发展中各种

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由于以移动互联

网和智能终端为代表的新兴传媒快速发展，一些

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模糊乃至错误观

点还时有出现，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仍在互相激荡，

意识形态领域依然情况复杂、斗争尖锐。
上述错误观点内容庞杂、形态各异，有的用新

自由主义解构全面深化改革，有的用西方宪政民主

曲解全面依法治国，有的用西方普世价值消解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的用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否定

党史、国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史，但它们有一个共

同特点，就是极力抢占意识形态阵地，以达到一个

共同目的，诱使中国在根本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

误，直至发生颜色革命、实现改旗易帜。对于境内外

敌对势力竭力实施的这种“松土工程”、、“金字塔计

划”，我们一定要高度警醒，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

能旁落。为此，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应用

作为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

“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

指导思想，“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

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

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

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

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断推向前进。”[2]近年来，一些错误思潮之所以

能在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发酵，并经由他们在相

当数量的群众中传播，进而影响社会舆论的发展

方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错误思潮的制造者、
传播者、拥趸者没有真正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所武装，尤其是淡漠了甚至放弃了马克思

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

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这“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

主义同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

钥匙”[3]。在这些人中间，除却极个别已经为敌对势

力所豢养、沦为其走卒外，大多数只是因思想认识

的偏颇和信息占有的不对称而对多样化社会思潮

辨识不清、人云亦云。有鉴于此，在着力推进党的理

论创新最新成果武装头脑的过程中，决不可忽视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只有系统地而不

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并掌握了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敢于而且善于运用阶级观点和阶

级分析方法观察多样化社会思潮，才能站稳脚跟，

分清是非。对处于红色地带的，主动接受并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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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其影响；对处于黑色地带的，坚决拒绝并不经

由自己接力传播；对处于灰色地带的，设法使其向

红色地带转化，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
第二，把对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的科学阐释、

合理解决作为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巩固意识形

态阵地的根本举措。国际上不同发展模式和价值

观念的激烈竞争是一些错误思潮在我国产生并传

播的外部原因，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改

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

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

题、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个别领域的贪污腐

败问题等等。对此，广大群众都切身感受并迫切求

解。这时，如果有人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作出

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解读，把取得的成就都归

功于“市场化改革”，把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只搞

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把未来的希望都寄托

于接受“普世价值”、实行“宪政民主”。这些都具有

很强的迷惑性，在未经科学分析和明确澄清的情

况下，很容易被一些人接受。针对这种情况，要引

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就不能只

是停留在严谨、宏大的理论研究和笼统、宽泛的宣

传教育中，而应着眼于实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

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

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

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才能把它们消灭。”[4]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做好重大

理论、现实问题的科学阐释，使人们普遍关注的社

会热点难点问题都能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得到圆满

解答，并使其成果以大众化、时代化的形式占据思

想文化主阵地；另一方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

党，合理解决改革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完

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让每一个老百姓

都能有更多的获得感，都能切身感受到主流意识形

态倡导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富裕幸福。
第三，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引领多样化社会

思潮、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重中之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进步有力推

动了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同时也加

剧了世界范围内不同思想文化的互相激荡，进一

步放大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

点。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和普

及，网上信息的源头和传播渠道越来越多，网络舆

论的规模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要

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巩固意识形态阵地，就必须

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使其由报刊、电台、电
视台、通讯社等传统媒体转向基于互联网的新兴

媒体，由 web1.0 时代平面、静止的门户网站转向

web2.0 时代即时互动、立体多元的微博、微信等。
也正如习近平指出：“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的，人在哪儿重点就应该在哪儿。……很多人特别

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

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

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

了。”[5]为此，需要在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

的同时，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网络信息收集系统，准

确把握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及时捕捉网络

舆论场的风吹草动，进而以主流意识形态为统领，

借用网上流行的语言、文体和表现形式，设置议程，

策划讨论，创作出受众肯于浏览、勤于分享、乐于讨

论的好文章、好段子，先入为主地占据网上思想制

高点，后发制人地同网上错误观点正面交锋，在对

人们网上诉求的全面回应中，在透彻的说理、激烈

的论辩中，有效引导“沉默的大多数”，既传达正确

思想观点，又制造良好传播效应。
第四，把对错误思潮的及时澄清、有力批驳作

为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关

键环节。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

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必然会去占领。
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能否坚

守思想阵地，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当代中国，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思想是整个意识形态的主

流，这是毫无疑义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

点，尽管是支流，但也必须认真对待，如果任其发

展，必然造成极大危害。而今，各种错误思潮在深

刻的社会变革中沉渣泛起、大肆传播，已经成为意

识形态工作必须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在这样的

事实面前，是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投鼠忌器、隔靴

搔痒；还是坚持原则，敢抓敢管，旗帜鲜明地予以

批驳，理直气壮地予以抵制，是各级党组织和每一

个党员干部必须做出的现实选择。选择了前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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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求得一团“和气”，但势必搞乱人们的思想，搞

乱党的意识形态，最终把改革开放引向邪路。选择

了后者，就必须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政治责任，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决不对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置若罔闻、不当回

事，决不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

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

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

波浪，那也不可怕”。[6]与此同时，密切关注群众的

现实关切和利益诉求，找准各种错误思潮容易打

动他们的内外原因，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

过程中，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他们思想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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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王 易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社会思潮多元化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

的主要形势，积极应对这一形势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研究社会思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具体的

研究内容是什么以及如何研究和引领社会思潮。

一、研究社会思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社会思潮是了解和把握高校学生思想理

论动态的重要内容。高校是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

融交锋的前沿阵地，也是各种社会思潮集散、论辩

和斗争的前沿阵地。大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强，

富于创新，他们的价值观更容易受社会环境变迁

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在社会思潮的流传过程中，大

学生群体是一个关键的载体。社会思潮能够映衬

出大学生的主要思想特征，也能够反映出大学生

普遍关注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是了解学生思想

情况的一个重要部分。从社会思潮对大学生的影

响来说，各种社会思潮通过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观

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进而直接影响到其思想

道德状况和成长发展方向。一方面，正确积极的社

会思潮能够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开阔大学生的

视野，丰富和提高大学生的知识，为大学生了解社

会、关注社会提供一个窗口，对于提高大学生的适

应力和辨别力，探寻生存和发展的真谛，并促进大

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另一

方面，消极甚至错误的社会思潮则会成为影响青

年大学生健康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因素。比如在改

革开放初期逐渐蔓延开来的个人主义思潮、拜金

主义思潮、享乐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等等，

以及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

颇有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消费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观等

等，无不对青年大学生的心灵和健康成长起着侵

蚀作用，造成他们在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的

极大混乱，甚至会滋生出青年大学生的逆反心理、
颓废心态、浮躁情绪、过激行为，成为影响社会稳

定与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
研究社会思潮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

学效果的重要要求。从社会思潮发挥影响的特点

来看，当前大学生对于主要社会思潮的了解和把

握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课外渠道多于课内渠

道，感性直观的方式多于理性方式，信息化、碎片化

的了解多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把握。很多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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