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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和导向
杨佳江
( 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ꎬ宁夏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
摘

要:进一步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ꎬ剖析时事动态ꎬ推理外部事物发展变化对人的内心世界

影响的可能性ꎬ抑制消极事物ꎬ彰显积极事物的影响力ꎬ提炼有利于事物正确发展的导向路径ꎬ对于全面贯彻落实
十九大精神ꎬ力求学懂、弄通和做实ꎬ重点领域开展倾向性和侧重性宣传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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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

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存在着两个方面ꎬ即主动接受

家ꎬ人口数量是全世界超过十亿的人口大国之一ꎮ

和被动接受ꎮ 主动接受方面包括生存、权力、金钱和

从领土版图角度看ꎬ从东往西ꎬ随着海拔高度的递

其它欲望ꎻ被动接受包括他人需要和社会需要ꎬ他人

进ꎬ人口数量分布逐渐减少ꎬ经济发展水平亦呈递减

需要主要指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需求和利害关系出

趋势ꎮ 人文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复

发ꎬ传播或者灌输的相关思想意识ꎬ社会需要主要是

杂性和不平衡性ꎮ 在应对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

指基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ꎬ构建有利于巩固政权

的过程中ꎬ突显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也各有不同ꎮ

和维持社会安定有序的主流意识形态ꎮ 除此之外ꎬ

横向对比ꎬ各行业各领域的意识形态状况有所

被动接受的思想意识还包括一些社会风靡的思潮ꎬ

不同ꎮ 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ꎬ政治意识

有虚无缥缈的ꎬ也有猎奇和演绎出来的思想意识ꎬ有

相对较强ꎬ组织纪律相对严厉ꎻ除国企之外的大中小

故意制造是非和恶意捣乱性质的思想意识ꎮ

企业和中外合作或独资企业的司职人员ꎬ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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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比较淡薄ꎮ 农民或者手工业者等ꎬ受到文化程
度和生活经历的影响ꎬ思想意识相对单纯ꎬ有时容易
被误导ꎮ

发展变化的表现形式
“ 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ꎬ国家安全面临

新情况” ꎮ 国际上表现出来的新的思想文化输入方

式ꎬ从原来的电影音乐和文化期刊延伸到网络舆论ꎬ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

从原来的文化商品延伸到旅游文化产品ꎬ从原来的

展ꎬ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ꎬ信息化技术日新

间接文化介入到人文交流的直接介入ꎬ鼓吹西方政

月异ꎬ纷繁复杂的思潮和信息充斥着每一个人的内

党制度的优越性ꎬ误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和

心世界ꎮ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涌现着不平凡的

政策引领方面等ꎮ 经济发展形式多样化ꎬ第三产业

迹象ꎬ全面把握发展变化的内容和呈现形式ꎬ实施积
极有效的导向ꎬ才能更好地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ꎮ

１

１.１

发展变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发展变化的内容
纵观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ꎬ不同群体中间传播

的内容不一样ꎮ 基于人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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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ꎬ各行各业时有政治广告宣传
出现ꎬ泛社会评价现象日益严重ꎬ致使民众有时难分
事情真假ꎮ

２

２.１

原因和利弊分析
原因分析
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基于社会

存在产生的社会意识ꎬ社会存在发生变化ꎬ社会意识
自然就会发生变化ꎮ 不同人或者群体的世界观、价
值观和人生观不同ꎬ会对不同的意识形态产生不同
的理解和看法ꎬ进而演绎出不一样的思想意识ꎮ 根
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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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变革ꎮ 不同的生活水平ꎬ会
形成不同的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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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及路径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ꎬ特别是中国社

从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变化的内容和表现

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ꎬ“ 这个新时代ꎬ是承前启

形式可以看出ꎬ在一些行业、职业、社会群体和区域

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

存在着可控和不可控的社会思潮传播路径ꎬ在有限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ꎬ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围中ꎬ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和特

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ꎬ是全

殊性存在着很大差距ꎮ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

３.１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ꎬ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

大学生是国家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ꎬ把握

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ꎬ是中

好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发展态势ꎬ对于巩固和发展中

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

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非常重要ꎮ 普及十九

献的时代” ꎮ 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ꎬ人们开始

大报告内容和宣讲十九大精神ꎬ对于新时代中国大

产品ꎬ注重无激素产品和无公害产品等等ꎮ 马斯洛

重要的意义ꎮ 大学生群体是最活跃的一个群体ꎬ接

追求高质量的生活ꎮ 注重绿色产品ꎬ注重无转基因
在他的论文« 人类激励理论» 中提到需求层次理论ꎬ
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
实现需求ꎮ 人们之所以疯狂追捧某些社会思潮或者
崇尚某种意识形态ꎬ根源在于自身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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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弊分析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积

极影响ꎮ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作出了准确的判断ꎬ
在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ꎬ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ꎬ不仅增强了人民群
众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信心ꎬ也坚定了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ꎮ 在社会生产活动中ꎬ会
体现出更加富有活力的劳动积极性ꎮ 这种积极向上
和充满活力的思想会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ꎬ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ꎬ能够为巩固主流意识
形态提供更加稳固的经济保障和人才保障ꎮ
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变化有可能出现的问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着非常
受知识较快ꎬ接受的信息量非常庞杂ꎬ思想意识处于
极其不稳定的阶段ꎮ 有可能会因良好思想的影响ꎬ
而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ꎻ也有可能会因为受到不良
思想的影响ꎬ成为社会的败类ꎮ 十九大精神能够让
大学生清晰地认识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思路ꎬ准确
地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
展方向ꎬ深入地理解当前和今后实施的所有的大政
方针和政策ꎮ
３.２

占领媒体高地ꎬ发挥媒体导向作用
进入新时代ꎬ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ꎬ多样化

媒体形式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方面ꎮ 智能手机大量
运用ꎬ光宽带技术迅速发展ꎬ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突飞
猛进ꎬＬＥＤ 大屏和平板大范围使用ꎬ电脑和电视广
泛应用ꎮ 老百姓的生活无处不存在数字媒体时代涌
入的各类信息ꎬ受到各方面社会思潮的影响ꎮ 例如ꎬ
近年来比较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新儒学派等ꎬ在
微信朋友 圈 的 转 发 过 程 中ꎬ 在 微 信 朋 友 聊 天 群 和

益轻国家利益ꎻ受到不明真相的谣言蛊惑而形成的

ＱＱ 聊天群过程中ꎬ在电子商务平台的消费过程中ꎬ

思想ꎻ以点概面或以偏概全的形而上学思想ꎬ在当前

所存在ꎮ 这些都成为了影响人们思想发展变化的主

社会出现的一些反面事例ꎬ进而形成的怀疑论和消

要因素ꎬ有可能会因为盲目的跟风和盲从导致意识

极极端论ꎻ封建迷信类的唯心主义意识论ꎻ西方颜色

形态领域的泛社会化ꎮ 要通过舆情监督ꎬ构建科学

革命或者和平演变衍生出的一些新的方式和形式ꎬ

合理的媒体信息流通机制ꎬ融入十九大精神的宣传

不法分子和危害国家安全的渗透势力ꎬ别有用心地

和解读ꎬ发挥媒体的社会导向作用ꎮ

教唆和挑拨离间而形成的一些危机论等ꎬ会危害社

３.３

题主要表现为:盲目跟风ꎻ重金钱轻道德ꎻ重个人利

会安定有序发展ꎮ 所以ꎬ源头治理ꎬ过程性防范ꎬ方

以及在智能手机安装的各类娱乐游戏软件中等ꎬ有

重点领域侧重开展文化宣传工作
党员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在

向性把控ꎬ是应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变化过

人民群众心目当中的形象问题ꎬ关系着中国共产党

程中即将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的最佳途径ꎮ

的执政地位问题ꎮ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角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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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ꎬ党的思想建设领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ꎮ 应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

当让党员领导干部牢记使命ꎬ不忘初心ꎬ牢记为人民

社会主义思想” 上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服务的宗旨ꎬ做一名廉洁奉公的好干部ꎮ 由此ꎬ在党

下ꎬ共同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

员干部队伍中间ꎬ要侧重开展思想文化宣传工作ꎮ

史任务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十三亿人民作出了庄严承
诺ꎬ表达了对贪污腐败问题治理的坚定决心ꎮ 全面
贯彻学习十九大精神ꎬ多以不同的呈现形式和宣传
方式ꎬ让党员干部在文化宣传的氛围中受到熏陶ꎬ认
识到党员干部思想行为的重要性ꎬ对贪污腐败的后
果产生畏惧感ꎮ 在与利己主义思想和拜金主义思想
的斗争中ꎬ始终牢记使命ꎬ坚定党性ꎬ为老百姓办实
事ꎬ做好事ꎮ
综上所述ꎬ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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