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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ul-nurturing culture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current Chines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a functional 

manifestation of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carried by culture itself. The function of soul-nurturing and people-cultivating 

of culture itself has promote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o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comprehend the due mea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moted by soul-nurturing 

culture, vigorously promote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to nurture the soul of 

the rural people, emphasize the scientific guidance of core values,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identity of 

the  rural people, actively carry out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provide spiritual pow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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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文化铸魂既是当前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文化本身承载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功能体现。文化本

身所具有的铸魂育人功能促成文化振兴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深刻领会文化铸魂助力乡村振兴的应有

之义，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乡村民众进行文化铸魂，强调以核心价值观为科

学引领，强化乡村民众主体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积极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发展的精

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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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要振兴，文化应先行。正因为文化能够有效
调动和凝聚乡村振兴的各方力量，文化振兴应当而且
必然成为中华民族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同时，文化
能以其先导特性和战略特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必
要的精神鼓励、智力支持与道德浸润，由此成为国家
和民族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灵魂，亦是谋求中华
民族科学发展的更为基本、更显深沉、更加持久的力
量源泉。文化铸魂既是当前中华民族社会意识形态领
域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也应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社
会实践活动的功能体现。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时期文化
铸魂助力乡村振兴的意蕴及其实现路径，能够为乡村
振兴提供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
标早日实现。 

2. 文化铸魂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意蕴解读 

2.1. 文化铸魂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 

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荣昌盛与强心固本的精
神纽带，支撑着中华民族积极谋求科学发展的理想信
念、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自强不息的集体记忆、
塑造着中华民族特立独行的精神风貌。中华民族乡村
的振兴发展自然离不开文化的振兴与发展。乡村文化
是指在以乡村民众为活动主体，在长期的劳动生产过
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独特的乡土人文气息的各种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乡村文化的振兴发展是当前
全面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促进乡村产业
兴旺与乡村民众生活富裕的重要动力源泉，也是促进
乡村真正实现乡风文明和宜居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效
支撑力量。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重视塑造乡村之形，
建设天蓝、水绿、山青之乡村，更要重视铸造乡村之
魂，建设富裕、文明、和谐之乡村。为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实践中我们应当重视挖掘
和提升乡村的文化价值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通过文化塑造和深刻影响乡村民众的主体
发展意识，着力培育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发展需求的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与淳朴民风，大力改善乡村民众的
整体精神风貌，全面提升乡村民众群体的文化层次与
文明程度，焕发乡村现代文明新气象，为乡村振兴提
供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宋小霞等（2019）认为文化
振兴是当前我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的固本之道，要教
育乡村民众尊重理解与认同乡土文化，文化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与重要保障，文化振兴应当成为乡
村振兴的应有之义[1]。 

2.2. 文化铸魂助力乡村振兴的现实意蕴 

个体作为文化存在的充分依托和真实体现，文化
铸魂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认同，同时，还应当包括对这
些文化的创新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自信[2]。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保证中华民族自身不断发
展壮大的强大基因，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延续
的核心血脉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命脉所在，因

而它能够极大彰显和增强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
信心与自豪感[3]。从本质上说，文化铸魂应当是中华
儿女积极进行文化探寻、文化创造与文化构建的社会
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知识和集
体智慧的不断积累，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在新历史时期
更深层次的价值与精神追求。文化铸魂不仅在当前我
国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提升中华民
族的整体文化实力发展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同时也
是新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乃至核
心内容[4]。 

2.2.1. 核心价值观：乡村文化铸魂的整体统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灵魂所在，
沉淀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过程中累积下来的理想
信念、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自然在极大程度上影响
和决定着我国当前文化发展的基本性质和发展走向。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极强的生命力、凝聚
力和感召力，能够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坚强实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凝聚
和极其精确的概括表达，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兴国
之魂，也是文化铸魂全面实施的整体统筹。当前我们
在全力推进与实施文化铸魂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这一
宏伟战略，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乡
村民众凝魂聚力，借助文化铸魂育人来形成并构筑极
具特色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借此进一
步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与影响力[5]。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应当切实把全力进行社会主
义建设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作为文化铸魂的核心内容，全面贯穿于乡
村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全力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与制度化，积极营造良
好的文化场域氛围和社会生态环境，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真正融入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内化为具体的
价值标准和行动准则，有效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
要借助各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载体和宣传教
育活动，积极拓展和创新运用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新思路，不断探索乡村振兴文化铸魂的具体路径与方
法，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艺熏陶等多种方式，
强化对乡村民众的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教育引领，
坚定乡村民众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真正实现铸牢
民族之魂。 

2.2.2. 文化自信：乡村文化铸魂的坚实基础 

所谓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对自身所主
导和拥有的文化思想内核及其社会价值的充分肯定，
也是对自身文化独具的品质特征与旺盛生命力的高
度体认，更是对自身文化未来不断获得新的发展所持
有的坚定信念。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对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保持高度的
主体认同与内在自信，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呈现及其拥
有的生命力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心和不断追求更好发
展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实践中我们应当保持三个方面的自信，即要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而这三个自信归根结底就是要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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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化自信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更为基本、更加
深沉、更能持久的发展力量[6]。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其中蕴藏着十分
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文化自信就
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文
化发展历史能够积极接纳和认可，并因此具有强烈而
深沉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同样也来源于当代中国
革命与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因此我们要筑牢
这一精神支柱，对中国革命历史要有充分的肯定，对
新中国发展历程要有充分的肯定，坚定传承与发展中
国革命文化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还应当知道，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有极强生命力、凝
聚力和感召力的文化，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对自身未
来发展的全方位把控，我们必须重视传承、保护和大
力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应
当重视加强乡土文化的发展建设力度，树立对于中华
民族乡土文化的全面自信。因为乡土文化本身就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根基所在,同时也是坚定
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强力依托。乡土文化自信源自于
对乡土文化的高度自觉与主体内在自醒,是基于对乡
土文化价值的深刻认识而形成的积极认同，自然应当
是乡村文化振兴与发展的重要组成。 

2.2.3.文化认同：乡村文化铸魂的支撑源泉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社会文化得以不断传
承的历史，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得到发展和创新的历史。
人类社会不断传承和发展创新生成的文化实际上就
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社会文化水平不仅能够
较大程度地反映社会的经济政治基本特征，同时也是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而民族共同体最直接的
体现就是对文化的高度认同。文化认同是个体被群体
文化所影响而产生的主体感觉或价值判断，是指个体
对于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文化的接纳认可以及所属
的文化群体的积极内化，由此产生相应的文化归属感
并获得、保持与创新相关文化价值的社会心理活动。
具体说来，文化认同包括对社会文化的价值规范的高
度认同、对民族信仰与风俗习惯的积极认同、对不同
语言文化与艺术品格的接纳认同等方面。文化认同的
实质其实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认同，
也是个体不断获得文化群体归属感的具体途径和生
成过程。相对于个体自身的成长发展而言，文化认同
能够深刻体现和影响着个体的社会身份认同与自我
认同；从社会发展角度而言，文化认同表现为主体要
以中华民族文化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凝聚力，同时应当
学会对多元文化交流体系中的文化群体进行明确辨
识与科学整合。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所认同的主流文化
应当是历久弥新的优秀传统文化、激昂向上的革命文
化与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度融合。文化
认同是中华儿女对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思想情感、理
性认知与价值信仰的重要支撑，也是铸牢中华民族核
心灵魂和主体意识的源头活水。 

 

 

2.2.4.文化创新：乡村文化铸魂的发展动因 

注重文化的创新是文化得以不断发展的实质所
在，文化创新的功能实现也必然应当在多种文化的交
流与碰撞中发生。文化创新是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实文化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在多元文化的交融
和互动之中加以改造与发展。传统文化是社会历史发
展进程中文化灵魂和精神家园的深刻积淀，能够为现
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滋养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要重视充分实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实践过程中要善于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和发展现实文化真正协调和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
展，在发展中继承。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
秀基因，注重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物质文化和
制度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价值整合功能以及精神聚合
作用。我们所倡导的文化铸魂就是要用融涵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而形成的当代中国精神，去
铸造和培育当代国人更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
气派的“中国魂”[7]。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
最大程度地充分吸取西方文化体系中的积极因子，同
时也要坚守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将二者
有机结合起来。做到既要敢于将优秀的外来文化全面
引进来，也要勇于让中华文化真正走出去，理性看待
中西方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全面深化对世界
文化认知的深度和广度。我们所强调的文化铸魂就是
要培育能够全面认识中国历史与现实、认清世界局势、
具有创新精神和广阔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 

3. 文化铸魂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 

注重乡村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是新农村发展的坚实根基和动力源
泉，也是丰富乡村民众文化生活的精神食粮。谢茹
（2020）指出应当重视重塑乡村文化新内涵，再造乡
村文化新业态，聚合乡村文化新动力，借助文化铸魂
促进乡村振兴发展[8]。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乡村
文化建设工作，积极探讨文化铸魂助力乡村振兴的有
效路径，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早日达成。 

3.1.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乡村文
化根脉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核
心灵魂，文化的繁荣兴盛事关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我们必须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
积极推进乡村文化建设力度，厚植乡村文化根脉，科
学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乡
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来源和栖身场所，乡村文化
是世代乡村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积累
下来的文化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乡村所
独有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与村落建设等都可能构成
极其丰富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可以说，中华民族文
化的核心根脉就在乡村，要想更好地传承和保护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就必须更好地守住乡村文化这一根
脉，毕竟乡村文化同样承载着中华文化厚重的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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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基本品性和审美情趣等文化内涵。社会各界要充
分重视发挥乡村文化的积极引领作用，积极唤醒乡村
民众的参与热情，全面调动沉睡的乡村文化资源，大
力传承与弘扬乡土文化，充分发掘地方历史文化与特
色文化资源，让乡村文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真正发挥
出文化铸魂的积极功用。 

3.2. 加强乡村文化教育与宣传力度，畅通乡村
文化流通渠道 

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我们应当重视加强针对乡
村民众的文化教育和宣传活动，因为要真正全面实现
乡村的文化振兴，乡村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至关重要。
要重视激发和调动乡村民众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
极性，鼓励乡村民众认真学习和接收先进文化思想，
加强对乡村民众的文化知识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法
制法纪教育，提高乡村民众的文化素养水平，提高乡
村民众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基本能力。同时，结合当
前现代新型媒体技术的发展大力加强针对乡村民众
的网络信息技术教育，促成乡村民众掌握现代信息技
术与应用技能，不断创新乡村文化的传播模式。同时，
乡村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广泛传播和大力弘扬，在全面
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努力让乡村
本土优秀文化真正走出去，也要让外地乡村特色文化
引进来。要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畅通主流文化、本土文
化与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让文化全面发挥出沟通、
交流和凝聚的积极作用，促进乡村基层真正实现民主
自治，与此同时，全面加强乡村法治与德治建设力度，
促进乡村治理科学体系的真正形成。 

3.3. 培育乡村文化自信，激发乡村民众主体发
展内生动力 

乡村文化是乡村社会发展历史给我们留下的美
好回忆和厚重情怀，是孕育和生成现代文明的文化摇
篮。同时，乡村文化是全面提升乡村民众日常生活质
量的重要精神食粮，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乡村振兴与
发展的坚实根基和动力源泉。加强乡村民众的文化自
信，就是要让乡村民众真正提高对乡土文化积极价值
的科学体认，并能理性客观地看待乡土文化的乡村振
兴功能。乡村文化是在不断适应乡村民众生活的基础
上得以发展和传承的，必须大力促进乡村民众对乡村
文化本身具有积极的接纳和认同感。乡村振兴实践中
应当重视帮助广大乡村民众认真梳理乡村文化建设
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充分调动乡村民众积
极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促使乡村民众形成主体发
展的内生动力和使命担当。要大力发展乡贤文化，科
学引领乡村民众学会见贤思齐与崇德向善，激发乡村
民众热爱家乡与心系发展的乡土情结，促成其转化为
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此外，我们要重视对乡村文化
体系进行系统挖掘与全面重塑，能够让乡村民众充分
感受到新时期的各种新气象，全面激发乡村振兴中的
文化活力，不断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助推乡村民
众更好地接纳乡村文化并以此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
自信，使乡村文化在当前多元文化交融的发展格局中
充分体现其自身独有的文化特色因子，借此充分实现
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铸魂功能。 

3.4. 发挥乡愁乡情纽带作用，创造乡村文化发
展新态势 

当前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无法同时也不应当阻
断乡土文化的根基，乡村社会不能变成荒芜的家园和
留守的空间，更不能成为我们记忆的故园。文化铸魂
助力乡村振兴要以乡愁乡情为纽带，吸引各类优秀人
才回乡反哺，调动乡村民众参与乡村建设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让乡愁乡情情结注入家乡的发展规划之中。
同时，要创新文化发展模式，统筹乡村文化发展规划，
立足乡村文化特色和建设实际，将乡村文化建设与地
方旅游经济、生态发展等高度融合，推动当前的乡村
建设工作实现全面转型或完美升级，全力实现乡村文
化的多元融合发展。事实上，结合我国乡村发展的现
实实际，任何乡村的发展历史、文物古迹以及民间技
艺等都可以作为乡村文化生活具体开展的核心要素，
我们可将地方经济发展与文化产业建设和文化遗产
传承等项目有效结合，大力弘扬与传承地方传统文化
项目，在积极推进乡村文化全面输出的同时带动当地
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乡村文化经济创造力和
文化生产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与生态振兴、产业振
兴融合发展，创造乡村振兴发展新态势。 

4. 结论 

正是因为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铸魂育人功能，由此
促成文化振兴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文化振
兴既能为乡村的全面振兴与发展提供丰富的滋养哺
育和源泉支撑，同时也是乡村振兴的坚强根脉与核心
灵魂。我们应当重视全面激活唤醒与开发利用乡村既
有的和潜在的各种文化资源，真正通过乡村文化铸魂
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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