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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产生“双刃剑”的效应。在阐释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思想内涵及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从思想教育话语与学术性话语、政治教育话语与

科学性话语、人文教育话语与时代性话语相融合的维度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当代构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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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

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党委要保证高

校正确办学方向，掌握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保证高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坚强阵地。”［1］在一定意义上，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是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

基础之上的。因此，必须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我们才能够牢牢把握思想政治工作

的领导权和主导权。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现代性语境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之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能够引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发展方向，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有效融入民众的生

活世界和内心世界，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内在的理解与认同。
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具有指导性地位，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马克思主

义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失语、失声甚至失踪，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教条化

或边缘化境地。当然，这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的现代性语境密切相关。
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和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机制和

价值观念，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社会规范受经济秩序的影响，必然导致价值理念的转型与社会规范的重

建。因为，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法则是用“利益”来驱动人们的竞争与合作的社会关系，从

而让“看不见的手”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发挥根本的作用。如亚当·斯密所言: “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

手，……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

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2］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

的过程中，“价值”的观念已经逐渐被“利益”的观念所取代，当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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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的经济基础时，传统的“价值观”就转变成为现代单向度的“利益观”，也就导致功利主义的盛

行与社会普遍性的物化，作为社会单子的整全的人也就转变成“单向度的人”。如哈贝马斯所言:“区

分利益与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利益格局变动不居，而一般的价值始终适用于不同的语境。从

范畴上把利益和价值区分开来，这是新康德主义的功劳，功利主义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功利主义试图

把利益取向转换为伦理命题，把目的合理性本身设定为价值，这样做实在是徒劳无益。因此，正如韦

伯所说，功利主义从来也没有发展成为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学说。”［3］

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就面临着“经济利益话语”和“伦理价值话语”之间的交融与博弈。
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同时受到市场经济交换观念的影响，

不可能完全拒斥经济利益主导的思想观念及其话语方式，比如人们所熟悉的“经济人”假设和“看不见

的手”的隐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人们所接受的“经济利益话语”，它们已经以各种方式或隐或显地

进入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话语表达，

但同时，在我们主流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则以“意识形态话语”和“伦理价值话语”的方式，直接对受教育者的价值观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虽

然，“经济利益话语”和“伦理价值话语”也具有相通相融的层面，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博弈的维度就构

成了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的裹挟下，当代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也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产生重要的

影响。文化产业是文化艺术与现代工业发展相结合的产物，它使得任何文化艺术产品都可以大量生

产复制并满足人民对文化作品的需求。网络文化产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集中体现，特别是进入新媒

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制作发布、购买或接收最时髦的文化艺术产品。毋庸置疑，在市

场经济的推动下，中国当前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已经进入迅猛发展阶段，取得了一系列的文化建设成

果，为文化强国建设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建设，具有双刃剑的效应。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的文化氛围和传播渠道; 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商品化与消费化

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文化的孕育和积淀，以及公众对于主流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因

此，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的现代性语境下，我们需要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

作深刻的理论性思考与实践性探究。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思想内涵及理论构建

从根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密切相关。可以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核心，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国家主流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相偏离。
但二者区别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具体化、微观化和实践形态。最重要的表现

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话语、政治话语和教育话语的内在交融。它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和教育不同

维度的话语体系的分离与融合，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融入到民众的生活世界与内心世界。
在一般性的理解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单向度地偏重于政治话语。当然，政治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

话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和环节，但单向度地拓展政治教育及其话语方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教科书话

语体系和教条式的话语方式，难以让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产生有效的沟通和理解，受教育者

往往将思想政治教育单纯理解为一种政治理论的灌输，是被动接受，难以形成发自内心的理解与认同感。
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中涵括思想话语、政治话语和教育话语三个维

度，这三个维度虽然各有侧重，但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却是三位一体，相互交融。其中，思想话语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就如同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

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马

克思所说的理论的彻底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就是从思想话语的角度来阐释如何用理论来说服人并掌

握群众。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思想话语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并与现实生活世界相交融，能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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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闪电般击中人们的心灵，产生思想启蒙的效果。
相对于思想话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政治话语则引领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

任何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拓展与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一书中就曾深刻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

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5］这就表明，统治阶级的

政治导向和价值导向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方向，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政治意识和政治话语发

挥着重要作用，它们能够将主流意识形态蕴含在思想话语和教育话语中，让大众对当前的政治法律思

想和核心价值观念产生内在的理解与认同。
教育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性的作用，教育话语的内容和形式都会影响着受教育

者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接受程度。教育话语主要有灌输和引导两种形式。从教育话语灌输的角

度看，列宁就提出，教育、教化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教育以及教化的过程，

工人阶级无法自发产生思想的萌芽，只有通过外部的灌输才能让工人了解到自身的革命任务和历史使

命，从而进一步占领意识形态的思想阵地［6］。而从教育话语引导的角度来说，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

对大众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教育具有典范性作用。他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意义的知识分子完全

不同，传统的知识分子仅仅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而“有机知识分子”则兼具文化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教

育职责。专家可以仅仅传授某种实用的专业知识，但有机知识分子还要承担阐释、传播与建构意识形态

理论及其话语权的责任。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而是具有建设意识形态

话语权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有机知识分子”。其职责就在于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的交

融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和文化理念，在“照着讲”的基础上对着当前的时代语境来“接着

讲”，结合“中国道路”与“中国故事”来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在思想话语、政治话语和教育话语的融合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

之间的主体间性的作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只注重话语主体性的作用。如意识形态的“灌输

理论”就假设受教育者处于无意识的状态，需要具有先进政治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其进行思想上的“灌

输”与“改造”，才可能使双方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灌输理论”虽然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构

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果完全将受教育者看作是被动客体，必然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功能，也会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主体间性”思想引入当代思

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交互主体性”对话，凝聚马克思主义意识

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共识。
在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看来，任何一个共同体中发生的活动都是交互主体性的交流。如他所言:

“从本质上看，存在着产生相互理解的本质可能性，因此也就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事实上分离的诸经验

世界通过实显经验联结体联合起来以构成一个唯一的主体间世界，即统一的精神世界( 人类共同体的

普遍扩大化) 的相关物。”［7］在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思想中，任何共同体中存在的个体都不是单纯孤立的

单子，而是相互关联的交互性主体。在此意义上，教育主体和受众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也是交互主

体性的关系，而话语在交互主体性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

必须建立在双向互动交流的基础之上，必须保持教育主体和受众之间的思想和话语的有效对接。如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善于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提炼新鲜话语内涵，从网络空间中汲取流行话

语元素，要善于换位思考，与大学生采取交互主体式的对话，从而增进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共通、思想

共识与心灵共振。
而从“话语权”的思想内涵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包含话语的“权利”“权力”和“权威”三个维

度。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利”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

构中的“资质”与“资格”。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主导性思想，

肯定具有资质和资格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发挥领导性的作用。从政治上层建筑的维度来说，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各种社会思潮加以辨识，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肯定要处于核心地位，并发挥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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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导权的功能。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于其他社会思潮而言，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领域中具

有绝对的主导性和优越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权利，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只

能是更加突显，而不能被虚无化和边缘化。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力”表现为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发挥

着决定性的支配力、影响力和凝聚力，能够从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不同层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话语体系提供基础性的思想资源。这也是构建与发展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权和管理权的核

心。在当代中国，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绝对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人民

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政治自信与文化自信。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权威”性则与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交融相关联，表明思想政治

教育话语权的当代构建与发展必须形成权威的有机知识分子团体和权威的思想理论，才能够在当前

的思想、思潮交锋中占据领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权威性”首先体现在作为“有机知识分

子”的权威专家必须通过各种渠道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够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

生活中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果要想成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力量，除了

要把握时代精神的发展脉络，培养马克思主义有机知识分子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思想政治教育话

语的权威性的另一个维度则表现在，它必须在诸多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博弈与交锋中成为最权威

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必须通过话语的形式，而思想理论话语要

能够使公众认同就必须具有权威性，思想的权威性源于它能够掌握群众，能够说服群众，能够抓住人

的社会关系和个性结构的本质，能够将这种本质思考彻底并表达出来，从而能够获得群众的广泛理解

与认同［8］。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当代发展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发展，首先应当注重思想教育话语与学术性话语相融合。当前思想

政治教育话语在一定程度被边缘化，其原因就在于，人们普遍有一种误解，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

系是官方话语和教科书话语体系的结合体，缺乏思想维度和学术维度。但实际上，优秀的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体系需要思想性话语和学术性话语的交融，才能够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内涵和学科特色。
虽然在理论意义上，思想教育话语和学术性话语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是相互支撑的。缺乏学术性

话语维度，思想政治教育容易被误解为单向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 缺乏思想性的维度，单纯的学

术性研究将失去其价值导向和实践意义。但在现实层面上，思想教育话语和学术性话语之间总是若

即若离，甚至相互疏离。有的学者认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处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境况，也

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是“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在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思想性话语偏向

对教育现实问题的探讨和解释，但对于相关学科经典著作的解读以及学术研究可能并不太深入。在

偏重学术性话语的学者看来，这种研究和话语方式属于宏大叙事，没有学术分量，甚至被指认为“官方

意识形态”，而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中没有话语权。而偏重学术研究的学者往往倾向于对相关

学科经典著作中某一个概念的定性定量研究，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式，当然有其文化意义和学术价

值，但也容易被注重思想性的研究者认为是“雕虫小技”，甚至认为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意识形

态。但思想政治教育要想通过话语来掌握群众，不仅要有问题意识和大众化的话语风格，还要理论自

身思想的彻底和话语表达的彻底，理论要能够彻底并能够说服人，必须是思想性和学术性相互交融，

才能够回到生活世界本身，抓住事情的根本。而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来说，思想政治教

育必须回归生活世界，通过对当代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变革的深刻理解与阐释，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

育话语权的现代性发展。
其次，我们应当注重政治教育话语与科学性话语的融合。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当然需要政治教育话语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到导向性和支撑

性作用。但在新媒体时代，政治教育话语如果不能和科学性话语有机结合，容易被误解为单向度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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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论宣传和教科书体系的说教，从而让受教育者对政治教育话语的理解发生疏离。在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中，政治教育话语具有上层建筑和价值引领的性质，它属于主流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层面，也

就是说党和国家的政治纲领、法律法规必须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政治教育话语就是

阐释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主要通道。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曾经区分了“意识形

态”和“科学理论”之间的不同向度，并且认为二者之间往往相互“断裂”，但在现实层面上，意识形态

与科学理论，政治教育话语和科学性的话语不但不能断裂，而且要相互交融，才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

中发挥主导性的功能。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能忽略教育工人尽可

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9］这种教育就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导向性教育，它必

然要用政治教育的话语体系加以表达阐释。但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从空想阶

段发展到科学阶段，经过科学的方法论证和科学性话语的表达，才能够赢得更多人的支持，并且在现

实生活世界中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大厦。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无产阶级的教育过程中，

非常注重政治教育话语和科学性话语的有机融合，既让无产阶级知道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及发展方

向，又能够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以及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科学方法和实践路径。而当

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构建与发展，更要注重政治教育话语与科学性话语的融合，既让人民群众

对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只有这样民众才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意识形态产

生内在的理解与认同。
最后，我们应当注重人文教育话语与时代性话语相融合。从根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人的

价值观和人文素质的教育，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的背景下，每个人似乎都能够轻易获得

知识和文化产品，但并非知识和文化产品的增加，人民群众的人文素质就随之提升。相反，却容易出

现知识渊博但文化缺失、财富充足但人文缺位的社会总体性物化现象。在此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首

先要奠定人文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人文教育的话语权能，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对西方优秀人文精神的借鉴来构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精神。
如同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人文精神教育的过程中，要确立马克思

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引领性作用，同时要发挥时代性的话语体

系对人文教育话语体系的融合性作用。将人文教育话语和时代性的话语相融合，才能够让经典作品

和时代精神相对接，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永恒的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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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China OFDI to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

YANG Chengyu
(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asure of service and merchandise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of Haussmann ( 2007) and Mishra
( 2011)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of countries along“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and China's ex-
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to these countries． By the dynamic panel model，the empirical test shows OFDI of countries along“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will promote export trade value and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from“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
perspective and has significant trade creation effect and trade structure effect，the effect of China's OFDI is more obvious． And
the effect to service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is stronger than merchandise export technology complexity．

Key words:“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ervices trade; commodity trade; expor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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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right

CHEN Zhanglong，MEI Jinghui
(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has a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right．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logic，we shoul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right from the blending dimens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academic discourse，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scientific discourse，human education discourse and comtemporaneity discourse．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ourse right; id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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