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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村镇建设必须强化思想政治教育
——基于桂北 16 个村庄的田野考察
龙海平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科技学院，广西 桂林
摘

541004）

要：和谐村镇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基础。当前和谐村镇创建工作面临着认识上的偏

颇，村民的素质不高，村级文化建设滞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缺乏新意和活力等四大困境。它既有重视不
够、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机制不健全、工作不到位的原因。在和谐村镇创建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
育的凝聚、导向、经济、调节、认识五大功能，需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不断发展和创新农村思
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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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ountryside must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16 villages in northern Guangxi
LONG Hai-p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countryside is an effective vehicle and important fundation for build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There are four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c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countryside, for
example, the disqualification of villagers,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being lagged behind, educational material and
methods being dull, public service being imperfe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reasons and proposes tha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countryside must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harmonious countrysid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conomic function; Guangxi province

一、问题的提出

共同进步、协调发展的新型村镇。推进和谐村镇建
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2005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

思想政治教育在和谐村镇的创建中应当是既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在全国广

有地位且大有可为的。近年来，国内学者从农村思

大农村“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

想政治教育在和谐村镇创建的地位和职能、特点、

活动”。按照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

目标、内容、途径与方法等相继展开了研究。如南

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

俊英(1991)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回顾、思考、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和谐村镇应该是政治和

研究》系统介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任务、

谐、文化和谐、利益和谐、人际和谐、生态和谐、

对象、内容、原则，决策过程、教育方法，教育网
络、教育队伍及管理等问题。作为学术界第一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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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龙海平(1971—)，男，广西灵川人，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较系统地关于中国共产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通史
性的学术专著，李德芳、杨素稳(2007)的《中国共
产党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史》，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
党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任务、重大事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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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物和中共独创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观点、实

个题目，主要内容包括理想信念、道德风尚、民主

践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弥补了已有的中共的

管理、教育状况、民间信仰、乡村文化、政策引导、

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成果的不足。此外，余玉花

生活方式、村容村貌等方面。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

(2005)《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廖

政治生态、文化底蕴三种主要因素的基础上，确立

小明(2006)《论思想政治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

调查样本时，调查组以高、中、低的三重维度，分

作用》，马奇柯(2007)《增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针

别选择了三类相应层次的桂北地区 16 个村庄。调

对性实效性》
，郭彩星、阎占定(2008)《当前农村思

查区域的文化特性具体如下：灵川县青狮潭镇江头

想政治教育对象研究》，张红霞(2008)《新时期农民

洲村、大圩镇(熊)雄村、兴安县白石乡水源头村是

思想政治教育探析》，李志强(2008)《和谐社会视野

南方古村落的典型，历史悠久，孕育了深厚的人文

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
，刘京雷(2009)《论构建和

历史文化；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红岩村、北洞源

谐农村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王学俭、宫长瑞

村、南山桥村、灵川县大圩镇毛洲岛村、阳朔县古

(2009)《新形势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对策探析》等

板村、临桂县大雄村、三江侗族自治县丹洲镇丹洲

论文就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价值、客体、环

村、融水苗族自治县白云乡保江村、香粉乡雨卜村

境、过程、方法等议题进行了专门研讨，为本研究

受现代乡村文化的浸润非常明显；龙胜各族自治县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也存在一定不足，即主

平安乡龙脊村、兴安县华江瑶族乡高寨村、三江侗

要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整体的研究，鲜见实证性的微

族自治县梅林乡梅林村、独峒乡干冲村干冲屯具有

观研究。

浓厚的广西少数民族村寨特色，民间文化丰富多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总体上也偏重于从

彩。调查组走访村民 300 余人次，共发放调查问卷

社会学、经济学等层面分析和阐释“三农”问题，

6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25 份，有效回收率 97.6%。

而从思想政治教育学角度对农民的思想意识、价值

问卷由调查员现场发放和回收，被调查对象自已填

取向等所作的微观层面的研究仍处于探索初级阶

写。若被调查对象对问卷有不理解的地方，由调查

段，相关成果少，文献搜集和借鉴比较困难。这与

员作解释。访谈资料则采用访谈时当场记录，当晚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的任务要求极

整理，调查结束后进行系统归类与分析。调查对象

不适应。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国内外形

基本情况：男 56.8%，女 43.2%；汉族 67.7%，少

势复杂化、农民思想多元化、教育方式简单化等新

数民族 32.3%；年龄分布为 11-20 岁占 9％；21-30

情况和新问题。鉴于以上形势和农村实际，我国思

岁占 41.8%；31-40 岁占 18.2%；41-50 岁占 15.2%；

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真实地认识农民

51-60 岁占 9%；61-70 岁占 3.4%；71 岁以上占 3.4%。

的思想道德素质已经取得了哪些进步，农村最需要

文化程度为 3 年及以下占 3.4%，4-6 年占 21.2%，

什么内容和什么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认清农村思

7-9 年占 24%，10-12 年占 42.4%，13 年及以上占

想政治教育在和谐村镇创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

9%。

于促进和谐村镇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对和谐村镇的创建能起何种作

二、和谐村镇建设的成效和困境

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必须探讨和回答的

(一) 桂北地区和谐村镇建设进展及成效

新问题。笔者以 2008 年暑假和 2009 年“五·一”

近年来，广西桂北地区在推动和谐村镇建设方

假期于广西柳州、桂林 2 市所属的 8 个县、12 个乡

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

(镇)、16 个村庄所获取的调查资料为分析蓝本，以

方面：

期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角度为加强农村思想政治

(1) 和谐政治建设方面。调查显示，85%以上

工作提供借鉴与启迪，为社会主义和谐村镇建设提

的农民认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供决策依据。本次调查以开展农户的问卷调查、深

的战略目标，赞同党和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惠农政策

度访谈、田野考察为主要方法，调查问卷设计 25

和新农村建设等重大战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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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已经逐步展开，村民自治日益

系状况较为满意，认为“群众善于交往，人际关系

发育，随着村委办事实行公开制和跟踪制的推行，

十分和谐”(占 56.8%)，选择“人际关系较和谐，

党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让群众了解、靠

偶尔出现的矛盾可以自己解决”(占 32.9%)。人与

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得到认同。 关注度比较高

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意识也有所增强。

的问题依次为“三农”问题、金融危机等 6 个。52%

(二) 和谐村镇建设面临的困境及表征

的人关注“三农”问题，包括新农村建设、国家支

桂北地区和谐村镇建设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

农惠农政策、农民增收、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障

但因对和谐村镇创建工作认识的欠缺以及对农村

等，排第一；48.6%的人关注金融危机问题，涉及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不重视，也存在不如人意的地

物价上涨、国家宏观调控、扩大内需政策；46.3%

方，在队伍建设、文化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

的人关注农村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44.2%的人

效果等方面面临一系列困境。

关注农村文化建设，主要是农民子女上学、农村教

困境一：认识上存在偏颇，造成和谐村镇建设

育质量、传统文化、基层组织建设；42.7%的人关

“疲软”。“文明村镇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注社会风气和反腐败问题；38.5%的人关注贫富差

设”、
“和谐创建”是党围绕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对

距问题，如城乡差距、农民合作、城乡一体化。

村镇建设赋予的不同内涵。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

(2) 村镇经济和谐发展方面。调查得知，桂北

确提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及创建文明城

农村绝大多数农民专业或兼业从事个体、私营经济

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三大系列创建活动。党的

( 占 70.6%)， 剩 余 劳 动 力 大 多 进 城 务 工 经 商 (占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

32.7%)。其农村经济发展主要有 3 种模式。其一，

农村建设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

利用地理和资源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如红岩村以种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植月柿，古板村以种植金橘，丹洲村以种植柚子为

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总要求。由此可

主，每年由村里举办大型的柚子节、桃花节、月柿

见，和谐创建活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社会主义

节。其二，利用特色民间文化发展经济。如干冲屯

新农村建设既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又有各自

“千户侗寨”是全国最大最古老的侗寨，这些少数

侧重的领域。调查表明，相当部分的村镇干部群众

民族村寨通过举办芦笙节、“踩歌堂”节等促进了

对三个基本概念混淆不清。一些村民把“新农村”、

经济和谐发展。其三，注重发挥自身特有的生态优

“和谐社会”仅理解为“新房子”、“新环境”，所

势，发展生态型农业。如红岩村“养殖—沼气—种

以只要未住进新房子之前总感觉创建活动的力度

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恭城模式)，毛洲岛村依

不够大、速度不够快。当问及如何进行和谐创建时，

托美丽的“田园风光”的生态旅游，梅林村的菜篮

部分村镇干部会反问：
“就是新农村建设吧?”从和

子基地、干冲村的茶叶基地等，既保持了生态环境

谐创建经验的介绍中，也不难发现多数村镇干部谈

和自然风貌，又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农民收

的内容多涉及村容整治、增加农民收入等，而忽略

入的主要来源，生态农业占 65.6%(主要是种养业)，

和谐创建最突出的思想教育内涵。对于党和政府倡

个体经营占 25.2%(主要是生态旅游、餐饮业)，还

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37.6%的村民认为“初

有从事手工业和外出打工的收入。

衷美好，但难以得到真正落实”。虽然一些农村逐

(3) 和谐村镇文化建设方面。近年来，桂北乡

步实现了道路硬化和村屯绿化，改善和提升了农民

村不断推进“和谐村镇”、
“卫生村”、
“新农村建设

的生产和居住条件，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

示范村”的创建工作，一些村庄通过“文明户”、
“敬

貌整治仍需加强，要大力推进农村改水、改厕、改

老好儿女”、
“和谐家庭”评选等活动，提倡尊老爱

栏舍和沼气普及化，妥善处理生活垃圾和污水，实

幼、邻里和睦、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等良好乡

现村庄净化、绿化、美化。

风民俗，以社会公德来制约个人行为，以文明乡风

困境二：村民的素质有待改善与提高。村民是

来加强村民和谐。调查显示，村民对本村的人际关

和谐村镇创建活动的主力军。当前老百姓的素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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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已成为和谐创建中的重要制约因素。一是“等、

益增多。其三，对传统文化缺乏保护意识。随着社

靠、要”思想依然严重。调查发现，农民对党和政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不少村庄都开始了

府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遇事找政府，解决问题靠政

“撤老村建新村”的行动。由于基层政府和干部对

府，缺乏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和意识。一些

传统古民居、对具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缺乏认识，

农民在实现富裕后安于现状、小富即安，不思进取

广大群众缺少保护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加上文化资

的小农经济意识较浓，在新的致富门路面前，等待

源开发措施不完全对路和保护资金投入不足，导致

观望的多，主动尝试的少。二是村民集体意识弱化。

盲目拆毁、放弃古民居现象发生。如，笔者调查的

随着绝大多数乡村以分散经营替代集体经营，以及

某村，一些百姓将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用来圈牛、养

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乡村建设合力弱化，削弱了农

猪，既不利于环境卫生，也影响旅游开发。那些古

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集体主义观念淡化，相互

老的木结构民居建筑一旦没有人居住，三五年后就

沟通与交流的缺乏使农村人际关系存在不和谐的

会生霉生虫腐朽甚至倒塌。

隐患。三是一些农民由于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不正确

困境四：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缺乏新意和

理解或者对某位基层干部工作产生的误会等种种

活力。由于广西桂北地区近些年将主要精力放在发

原因，产生了对基层政府和基层组织的逆反心理和

展经济上，缺乏对农民进行有效的思想教育，农村

对立心态，对基层干部产生了不信任感和疏远感。

中也曾出现“经济繁荣，精神失落”的现象，表现

调查表明，当前影响农村社会安全稳定的主要因

出“丰裕中的贫困”。调查表明，乡亲们希望看到

素，分别是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土地山林侵占、

反映民间疾苦、农村生产生活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集体资产的量化、乡村选举以及乡村不良风气等，

和撼动群众心灵的艺术作品。52.9%的村民认为本

这些因素最终体现在农民与乡村干部之间发生的

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太切合实际，效果一般。

冲突上。目前，在干群关系总体趋向融洽的同时，

73.5%的村民认为当前农村最需要加强社会公德和

有时也会引发干群矛盾。

家庭美德教育。55.8%的村民认为“文化下乡”是

困境三：乡村文化建设滞后。改革开放以来，

当前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方式。这说明群众的

虽然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改善城乡文化基础设施，但

需求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

受到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农村文化

实情况却是：一些基层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建设总体上薄弱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其一，农村

内容和方法上缺乏创新意识，缺乏现实针对性。老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缺失严重。据调查，不少村镇都

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一些地方停留在一般

存在宣传阵地、文化设施落后，图书室、电教室、

号召上，满足于开大会、发文件、提口号、做表面

活动室和宣传栏、阅报栏等三室两栏建设不齐全，

文章。一些地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脱离农民关注的

不规范的现象。近年来，国家实施了“农家书屋工

热点、难点问题，不能回答和解决农民思想中存在

程”建设，地方政府也把它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

的疑问，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

笔者所调查的村大都有农家书屋(或称农村文化图

还有的地方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缺乏分类指导，

书室)，但不是大门紧锁，就是无法看书，村民说基

对农村的党员干部、普通党员、农民等采取统一的

本上没发挥作用。其二，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普遍缺

要求，搞“一刀切”。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乏。调查发现，村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文化或集

难以跟上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

体活动，热闹一点的就是村委会选举了。“希望村
里有文化活动，可以聚在一起热闹热闹”，这是被

三、和谐村镇创建困境的成因与对策

调查村民们的真实心声。调查中也发现，农民空闲

(一) 和谐村镇创建困境的成因分析

时间基本上用于看电视、聊天、打牌(占 82%)。缺

(1) 部分基层领导对和谐村镇创建工作及其思

乏乡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的地区，群众打牌赌

想政治教育不重视。调查得知，当前和谐村镇创建

博、购买地下“六合彩”、封建迷信抬头等现象日

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几种误区，其突出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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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一是“先后论”，桂北农村的经济发展相

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不强。四是法制观念淡薄，工

对落后，有的乡村干部片面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作方法简单，作风不过硬。五是党性观念不强，组

建筑，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抓经济建设，待经济发展

织纪律性差。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口头上讲得

了，再抓村镇建设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二是“无

头头是道，行动上却变了样。

关论”，一些乡村干部认为和谐社会创建工作与思

(4)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缺乏自我更新的能

想政治教育是上级党委政府的事，与村镇无关，自

力与农民群体发生的新变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

己无责任主管。三是“盲从论”，部分基层干部不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随着农村教育的发展，

了解和谐村镇建设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

农民受教育状况得到较大的改善，文化水平提高

法，不重视提高理论素质和政策水平，对上级的政

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强了，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还

策法规钻得不深、吃得不透，教育指导群众工作能

停留在开会、宣读文件等老一套方式，把群众中存

力欠缺。四是“贴钱论”，认为和谐社会创建工作

在的大量的、新的思想问题的疏导和解决浓缩到偶

与思想政治教育是花钱的事，而且周期长，见效慢，

尔、临时突击一下，而非结合新形势，运用新观念

不如经济工作看得见、摸得着，容易搞。五是“畏

去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就收不到以往的效果了，

难论”，认为和谐社会创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是

甚至会引起一些人的逆反心理。第二，随着农村经

个系统工程，单凭一个部门、一个村镇很难达到预

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群体也日益分化为个体私营业

期效果，难度太大，又受经济条件制约，不如放弃

主、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等等，在这一过程

算了。

中，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出现了一些不平衡发展

(2)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不健全，工作

的势头。这种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农民收

不到位。调查显示，桂北一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

入的多层次性的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意识上就是

作机制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还存在着靠领导重

思想的多层次性，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针

视、靠上级督促来保证落实的状况，随意性很大。

对性，因区而异、因人而异。但是农村中现有的思

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方基层组织缺乏凝聚力和

想政治教育是“大一统”、“一锅煮”，对所有的人

战斗力。一些村级班子软弱涣散，工作不力。少数

进行同一模式、同一腔调的教育[3]。

基层干部自身形象不好，难以令群众信服，自然无

(二) 化解困境的基本对策

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领导体制不健全。

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把和谐社区、

不少乡镇没有专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专职人员

和谐家庭等和谐创建活动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配备不足，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三是缺乏协调机制。

活动结合起来，突出思想教育内涵”的要求，社会

各部门之间组织协调得不够，难以形成齐抓共管的

主义和谐农村的实现，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

局面。四是工作不到位。有的基层干部只偏重经济

用。因为，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是农村思想政治教

建设，而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软任务，存在“说

育跨越发展的基础。只有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才能增

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

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跨

(3) 基层工作者的素质和能力有待提高。调查

越式发展。同时，经济发展也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

表明，桂北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和专兼职工作人员素

育的功能和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

质不高，能力不强。主要表现在：一是思想政治教

下，以及由金融危机导致大批农民工失业的新形势

育工作理论水平不高，思想观念陈旧，缺乏开拓创

下，经济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如同车之两辙，缺一

新精神。一些干部仍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

不可，不可分割。它们之间的协调、共生发展将给

定式和工作方法，加上服务不到位，管理跟不上，

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驱动力。具体而

缺乏争上游、创一流的信心和勇气，事业心、责任

言，农村和谐村镇建设必须注重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2]

感不强 。二是公仆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薄，处
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恰当。三是贪图安逸享受，

的“五功能”。
(1) 发挥凝聚功能，促进政治和谐。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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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和信息传播媒

的季节性、喜庆性优势，以山歌、彩调等群众喜闻

介的现代化，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不断

乐见、寓教于乐的多种形式，着重活跃和搞好农闲、

增强，他们用浅显的语言表达了对村务公开、村民

节日、夜间的文化活动。要把农村文化建设与地方

自治、知情权、决策权等的参与愿望。事实上，民

社会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开展“文化搭台，经

主法治，就必须培养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思想政

济唱戏”活动。积极开展创建“和谐村镇”、“和

治教育在此过程中承担的任务是：一是强化农村基

谐家庭”活动，努力营造文明、健康、和谐的乡村

层组织的服务功能，推动基层组织管理体制创新。

风尚。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大胆

(3) 发挥经济功能，促进利益和谐。推进和谐

探索研究新时期新环境下和谐村镇建设工作中遇

村镇建设，必须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思想政治

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解决农村管理问题的新思

教育经济功能的发挥，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通过

维新路径，充分发挥基层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

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物质变精神、精神

[3]

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二是针对基层农民

变物质”的转化来实现[6]。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

“我种我的田，闲事都不管，民主不民主，干部说

作对象是人，而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

了算”的心态和普遍民主意识不强、文化水平较低、

素，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思想政治素质，即思想

民主法制观念较为淡薄的实际，开展民主参与的权

水平、道德品质、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等，

利意识教育，树立民主参与和民主竞争意识，增强

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其他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作

民主责任感，让农民了解民主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基

为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且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

本原则，懂得民主活动的规则、程序和技能，从而

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

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真正让农民当家作

即劳动能力。所以，马克思说过：“教育会生产劳

主，管理本村事务。三是通过民主讨论、说服教育、

动能力。”[7]因而，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推动

动之以情、晓之以礼，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等手

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

段化解农民之间的各种矛盾、化解农民与党员干部

用，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经济工作、业务工作中，

的矛盾、化解农民发展同环境、资源之间的不和谐

直接推动各项工作发展。必须以民为本，以群众的

因素等。总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推进村民自治、

需求为导向， 解决老百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发展基层民主和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处理广

坚持“三服务”即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和谐村

大农民内部矛盾的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镇建设服务，为农民服务，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

(2) 发挥导向功能，促进文化和谐。文化和谐

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的心

是人的心灵和谐的最终体现，是社会和谐的至高境

坎上，从而使其增进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亲近感，

[4]

界 。贺雪峰认为理想当中的农村是人们过着人与
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并拥有主体体验的文
[5]

并由此激发农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需要强调的是，农村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个物质

化生活和文化趣味的生活 。在和谐村镇建设的进

改善的问题，还包括由物质改善衍生出来的一系列

程中，除了发展经济外，还要靠文化来丰富人的境

的非物质性问题。如农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满足感，

界，陶冶人的心灵，激发人的精神，靠文化来提升

获取物质享受的意识、理念，家庭和谐、邻里和谐、

农村的“软实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发挥导向

心灵和谐等指标。在追逐财富方面，在追逐财富的

功能，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确保对农

过程中一些农民的致富理念出现多样性，甚至是错

村公共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乡镇文化站、村文化

误的。如“六合彩”在农村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是

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变“三下乡”为“常下乡”。

抓住了一些农民追逐财富的心态。笔者调查发现，

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发展文化信息

在一些乡村，尤其是一些比较落后的乡村，“六合

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

彩”似乎成为一种“公开”的“致富之路”。许多

服务体系。结合桂北民间特色，发挥农村文化活动

村民都希望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暴富，结果导致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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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产；在信仰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说，有的农村日

体的事；关注环境污染、土壤污染等恶化环境因素

益进入健康信仰的黄昏。一些农民的信仰缺失、迷

的解决；关注水土流失、石漠化、生物多样化受到

失、困惑、真空等，给封建迷信、宗族崇拜、邪恶

的威胁、农业面源污染(农药和化肥的不当使用)等

信仰以及境外颠覆势力的思想钻得空间，这是一个

问题。在生态农村建设中，遵循自然规律，重视环

危险的信号。传统乡村道德失范、家庭美德缺失、

境保护，继续实施“生态家园富民行动计划”和农村

心灵丑化等现象都需要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去匡正、

沼气工程，发展清洁能源，推进乡村清洁工程。继

驱邪、扶正、充实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否则农村

续推进“农村改水和改厕工程”，提高乡村安全饮水

经济将无法长期健康有序发展，已经取得的成果也

和卫生设施普及率。继续完善“退耕还林”工程和自

会遭到破坏。总之，农村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靠农

然保护区建设，提高乡村的生态质量。提倡绿色生

民的观念改变，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很好的发挥

产、绿色消费、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发展生态农业、

规导功能，给农民提供强大的精神导航和支撑。

有机农业和草地农业等，提高农民收入。以生产发

(4) 发挥调节功能，促进人际和谐。马克思主

展和生态良好为目标，以生态和谐与人的文明的双

义认为，和谐的本质在于协调事物内部各种因素的

重建构为价值，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动力，探索农

相互关系，促成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状态。构建社

村特色的生态和谐建设道路，在八桂大地上描绘山

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

碧绿、水常清、天蔚蓝、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

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社会和谐的前

画卷。

提是人的和谐，而人的和谐并非单纯的人际关系的

(笔者在调查中得到桂北地区柳州、桂林市 8

和谐，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精神和谐。调节功能是

个县、12 个乡(镇)、16 个行政村干部群众的大力

通过人的心理调适和人际关系的调整，达到提高人

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的思想觉悟、建立新型人际关系的目的。思想政治
教育是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能够把人民
内部矛盾协调到可控水平，防止矛盾的转化，营造
和谐的人际氛围。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改革的
“减震器”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既可以通过
思想预测和预防教育，减少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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