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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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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了疫情防控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中国全民参与

的抗疫模式要比西方价值观引领的群体免疫和自律模式更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抗击疫

情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疫情防控的统领思想与护栏，而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

观促进了抗疫防疫的落地与升华。对比之下，西方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之间的割裂，使得

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采取甩锅式的群体免疫和自律模式的抗疫防疫，这就是为什么少数特权阶级可以受到

保护，而大多数民众得不到保障、感染得不到救治，这就是为什么戴不戴口罩都会在民众之间引发剧烈冲

突的根本原因。与西方国家形成剧烈反差的，是中国的抗疫在和谐、文明、高效中进行。从根本上来说，

中国抗疫的成功是充分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和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制

度和依法治国制度的优越性，个人层面核心价值观的最终体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疫情防控的成

功正是这三个层面核心价值观的统一。最后，本文就今后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提出了几条培育和践

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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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unde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why the anti-epidemic model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in 
China could better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than the group immunization and self-discipline 
models led by Western values did. It can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the core values at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levels 
are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guardrail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hile the core valu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promote the landing and sublimation. In contrast, the separation between freedom, democracy,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of the Western values has prompted capitalist countries to adopt the model of group immunization 
and self-discipline, which is why the privileged minority can be protected, while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cannot 
be guaranteed and infected cannot be treated. This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wearing or not wearing 
masks has led to violent conflicts among the people. In sharp contrast with western countries, China's 
anti-epidemic is carried out in harmony, civilization and efficiency. Fundamentally, the success of China's 
anti-epidemic is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the core 
values at the national and social levels i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ruling by law syste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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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embodiment of the core valu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s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The 
success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the unity of the core values at these three levels.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measures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core valu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he future. 

【Keywords】Socialism, Core Values, Three Level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hina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随后，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以“三个倡导”

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内核、根本性质和集中表达，为中国人

民价值体系的实践提供了具体导向。[2] 
1.1 “三个倡导”的主要内容及涵义 
“三个倡导”表达了不同层面的核心价值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倡

导。富强是经济层面的目标，即人民生活富裕、国

家繁荣强盛，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国强以人

民富裕为基础，而民富需要国家强盛作为保障。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最终达到共同

富裕，因此把富强作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体现了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由之路。民主是政治层面的目标，民是全体人

民，包括劳动者、建设者、以及拥护社会主义和祖

国统一的爱国者，主是人民当家作主，反映的是以

民为本的治国思想。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文

化层面的目标，是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

收优秀外来文明，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形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这是对马克思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和科学社会的发展实

践。和谐是是社会和生态层面的目标，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既体现了自古以来“和

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又反映了我国在国

际关系中主张“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的理念，这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的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

值倡导。[3]自由是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的独立发

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和共

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与最高价值目标。平等指机会均

等，包括政治与经济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法

律与人格面前一律平等，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

守法等各个方面。公正即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

价值取向。法治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

家的基本方略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保障。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是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有机整

体。自由是在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的，是有度的，不

能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社会的平等规范了公

民的自由。平等同样依靠法治来规范，是社会主义

法律的基本属性和法治的基本要求。平等和公正之

间是互为前提的，公民享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需

要有社会的公正来实现，而社会公正又要靠平等的

公民之间达成，在法治社会中公民享有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社会的实现又通过自由、平等、公正来

体现。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价

值倡导。[4]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倡导

爱国就是要求全体中国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

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敬业是

公民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倡导公民恪尽职守、克

己奉公、勤劳敬业、勇于奉献、服务人民，充分体

现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要求我们诚实

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友善是人际之间友好

交往的基础，善是心的仁爱，品质淳厚，要求公民

之间互相尊重、关心与帮助、和睦友好。 
简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

蕴涵着丰富的意义，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发扬，也是对世界文化成果积极成分的借鉴与

吸收，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与对社会主

义及其本质的深化认识。[5] 
1.2 不同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联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划分为三个层面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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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概况性回答了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与社会、

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几个重大问题。“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

练，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民主是保障，文明是标志，和谐是

准则，这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整体

宏观层面表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诉求。“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是从中观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实施，起到了沟通国家宏观层面和个人微

观层面核心价值观中间桥梁的作用，自由是社会的

构成基石，平等准则，公正是诉求，法治是保障。
[6]“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个人核心价值层

面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几

个方面的公民道德规范进行了凝练，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最终落脚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达的国家、社会与个人

层面的价值目标、取向与准则，是互相联系、相互

依存、融会贯通、缺一不可的。国家层面的核心价

值观是实现社会和个人价值取向的根本保障。国家

的富强与民主分别为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以及个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提供经济和

政治保障；而国家的高度文明与和谐有序，为实现

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

力和创造了有利环境，使每一个人在有尊严、体面、

安居乐业基础上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

值追求。[7]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沟通个人和国

家之间的桥梁和中间环节。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的社会为国家实现富强昌盛、政治民主、社会文

明、和谐有序以及个人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提供了支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有利

于国家的富强文明、公民的诚信友善，同时社会的

公正法治也使国家的民主得以实现，并能够激发公

民爱国敬业的价值追求。个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实现

社会和国家价值目标的基础和落脚点。每一位公民

对国家的热爱和拥护才能保证国家的富裕强大，社

会的持续健康运行，个人爱岗敬业是国家繁荣昌盛

的前提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国家的和谐发展需

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个

人的诚信和友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基

础。诚信、友善展示的公民道德修养的提升推动了

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整个国家的文明进步。 

2014 年习主席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

话更是精辟地阐述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价

值观的融合发展、互为一体。他指出“中国古代历

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

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

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

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

神。”[8]习主席的讲话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在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诉求相统一的过

程中融合发展的，这是国家与个人意志、与社会主

义价值目标的相统一，需要在体现个人价值的同时，

引导公民的价值观念向国家和社会主义靠拢。 
2 疫情防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2020 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中国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经过艰苦卓绝

的抗疫斗争，终于使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目前我

国正处于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全国各地都积极防

备，以防疫情随时反扑。不管是之前的抗疫斗争，

还是当前的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我们党和国家始

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优势，完全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韧

力量。正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国家、

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融入到抗疫斗争，

才使得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能够从容应对疫情

肆虐，经济社会秩序井然。 
2.1 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疫情防控的统领

思想 
疫情防控工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和统领作用。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以“富强、民主”为保障基石，充分发挥政府

的统领作用，统筹兼顾、协调推进，严格进行防控

疫情工作。2020 年，《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要突出重点

环节，强化支撑保障和加强组织领导。[9]防控工作

的开展充分显示出国家旺盛生命力，进一步推进了

国家富强的价值追求。同时，疫情防控也完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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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心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为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在

高风险地区施行严格管控，对病患救治由国家财政

兜底。 
疫情防控还是以“文明、和谐”为指导原则，

依靠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共同努力，维护正常的

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保持稳定发展的经济态势，

促使政治和经济层面同步协调，实现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同步进行。党和国家总体把握，统筹推进常

态化疫情防控；各省市地区严格执行，落实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加强应急处理能

力，强化防范措施；个人时刻保持防护意识，积极

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加强宣传、依法进行、

注重社区、发挥科技手段，将疫情风险分为高、中

低三级，实施分级差异化防控，坚决贯彻文明、和

谐的疫情防控原则。简言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稳步推进经济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的价

值导向，坚持和发展了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价值观。 
2.2 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是疫情防控的护栏

与柔顺剂 
疫情防控工作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护栏作用，以“法治”为

原则，保障人民的“自由、平等、公正”。依法治

国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当前疫

情防控的必然要求。通过法律规范疫情防控工作，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在法治社会中强化各部门公共

卫生安全应急处理能力。2020 年，国家卫健委将新

冠肺炎病毒感染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控制措施。[10]根据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关心、帮

助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歧视，使其得到及时救治，并在治愈或

者排除传染病嫌疑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

扩散的工作。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

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11]此外，《中华人民共

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陆续颁布和完善。

这些法律法规不仅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有利保障，也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受

到“自由、平等、公正”的待遇。 
社区防控也很好体现了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

在疫情防控中护栏与柔顺剂的作用。社区是疫情防

控的第一线，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在疫情防控中

的作用。习主席在北京指导疫情防控时强调：“全

国都要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

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

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12]居

民出入社区若能得到有效管控，就能及时切断疫情

传播途径，降低因人员频繁流动导致的感染率。坚

持法治强化社区防控管理，贯彻早发现、早报告、

早诊断、早隔离的“四早”原则，对高风险社区采

取封闭式管理模式，严禁人员进出，全面排查密切

接触者，对居家隔离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中风险

社区实施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策略，加强卫生防护，

恢复居民生活秩序；低风险社区预防输入性病例，

取消居民出入限制。这种分层次法治化的社区管理，

既能有效发动全民参与，群防群控打赢防控攻坚战，

又能在保障大多数人民自由的同时，维护少数人合

理自由的权利，充分体现了社会的“平等、公正”。 
概况来说，坚持依法、科学防控，贯彻国家一

体化的疫情防控要求，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法治取向，充分发挥了防控工作中法治的社会价

值观念。以“法治”为原则，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强化人民在防控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保

障全体成员的利益，巩固和完全展现了“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 
2.3 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促进了疫情防控的

落地与升华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广大群众主动投身疫情防

控斗争当中，涌现出许多英雄和感人事迹，这些伟

大的抗疫精神，正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成

果。“爱国、敬业”促进了抗疫精神的升华，使得

抗疫工作更加容易落地，这些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

充分体现出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友善之情，尤

其是在抗疫防疫一线默默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充分

展现出敬业奉献的个人价值追求。同时，通过网络

和线下等模式加强对英雄事迹的教育宣传，号召人

民团结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积极学习防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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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措施，引导群众培养防护意识，扩大防控力

度与普及度，提升疫情防控效率与覆盖率。这最终

不仅使得疫情防控更加高效，也促使人民大众的爱

国情感得到强化，爱国与敬业价值取向同时得到深

化。 
“诚信、友善”是疫情防控顺利开展的润滑剂

和效率添加剂。线上通过各种网络社交平台与新闻

媒体，线下社区和村委利用广播、宣传横幅、宣传

标语等途径，将疫情最新真实情况、各项防疫措施

等及时通知广大群众，让人们了解真相，时刻保持

警惕；对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以及病患密切接触者，

第一时间主动进行隔离治疗或观察，积极配合各项

防控措施，并把外出情况进行详细汇报；来自高中

风险地区、持黄码或者红码的人员，以及其他潜在

感染人员，自觉进行核酸检测和参与排查，诚实提

交自己“健康码”和“行程码”，等等。这些诚信

的行为，配合科学管控、科技防控的手段，不仅会

提升疫情防控的效率，保障广大人员安全有序的流

动，也使得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不会受到疫情太多

的冲击，人们更加安居乐业。此外，企业商户等配

合社区工作，在公共场所布告疫情防护措施及各种

宣传资料，提醒外出人员注意安全防护，社区工作

人员引导群众自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

保持室内通风、出门佩戴口罩，社交保持距离并且

减少不必要的聚餐，等等，这些对几对人友善的行

为，也是疫情防控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即使在重

大公共突发事件下，人们仍然可以生活在一个和谐

的社会。 
总而言之，疫情防控中展现的“爱国、敬业”

精神，深化了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准则，是每个人前进所必须的强大精神动力，推动

践行了个人层面价值准则，同时人民群众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的主人翁思想，对“诚信、友善”的价值

观又产生了更加深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对比他国疫情防控情况：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意义 
当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时候，各国并没有采取

中国的整体抗疫模式，而是采取了其他的方法，比

较有代表性的是群体免疫和自律免疫模式。从目前

的抗疫效果来看，这些采取群体或自律免疫模式的

国家，受感染的人数和比例远远超过了中国。那为

什么这些国家不学习中国的整体抗疫模式呢？有制

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核心价值观差异的因素。接下

来，我们就来分析选择群体或自律免疫模式的原因。 
3.1 对比西方国家的群体和自律免疫，看抗疫

模式选择的差异 
群体免疫也叫社区免疫，是指当足够多的人对

导致疾病的病原体产生免疫后，个体之间传播的传

染病感染链就会中断，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

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群体免疫通常是通过接种疫

苗而获得，如天花疫苗接种使人类获得群体免疫，

或者是人群已经普遍接触或者感染过这种病毒，如

流感。[13]可见群体免疫是一种间接保护免受感染的

形式，这种对付新冠疫情的形式，要么需要疫苗接

种率达到一定比例，从而获得群体免疫，要么是人

群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后能够产生免疫力，但是这代

价是相当大的，因为新冠病毒传染性非常强，变异

株不断出现，患病救治强度大且存在死亡的风险高。

显然，如果要通过人群感染后自动形成群体免疫，

进而达到抗击疫情的模式是不可行的，因此只能通

过接种有效的疫苗且达到一定比例来实现。 
然而，西方国家一开始采取的群体免疫模式抗

击疫情，是在疫苗并未研发成功的情况下提出的，

最开始提及的是英国。2020 年 3 月英国推出“控制、

延迟、科研和缓和”的抗击疫情计划，随后政府首

席科学顾问瓦伦斯提出了群体免疫模式。[14]英国实

行群体免疫的策略是，争取保护好老弱群体，让病

毒在健康群体中扩散，当感染人群达到 60%以上时，

群体免疫就能够产生，这就是企图通过大量民众在

自然感染后能自愈而获得免疫力，实质上是一种消

极防疫模式。最终，现实情况是新冠病毒传播十分

快，自然感染病毒获得免疫是不受人为控制的，只

能任由疫情扩散，因此英国采取的群体免疫模式不

到两周就终止了。[15]除了英国，美国、德国、瑞典

等国家都试图实行这种群体免疫模式，但事实同样

证明了通过自然感染病毒后产生抗体获得免疫力，

进而达到群体免疫来抗击疫情是行不通的。 
另外一种典型的抗疫模式是自律抗疫，这是指

在抗疫的过程中依靠公民自觉性，严格遵循疫情防

疫提出的各项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克制与管理。

但是，这些要求不在国家政策和法律的规定范围之

内，例如出行佩戴口罩、拒绝置身于密闭空间和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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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场所、勤洗手保持个人卫生、坚持健康饮食习惯

等，即使违反了，政府也不能强制执行，完全由个

人自觉执行，只有公民的自律意识十分高，能自觉

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和管制的情况下，才能将这些

非强制性的疫情防控举措贯彻落实，因此较少国家

选择此抗疫模式。日本是采取自律抗疫模式的国家

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其民族对规则的尊重。日本社

会具有“同调社会”的特点，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

由于受同一种观念的影响而采取相同行动，排斥采

取不同行动的人群。[16]日本政府希望能够尽可能地

通过社会和个人的力量控制疫情，这需要公民个人

自觉进行健康管理，根据身体情况采取控制外出、

自我隔离、咨询就诊等不同程度的措施。在这个过

程中，日本“同调社会”强调的自律和集体主义的

文化习惯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所提出的非强

制性的建议和要求相对容易得到贯彻落实，进而有

助于控制新冠肺炎的社区传播，避免疑似患者在医

院聚集造成交叉感染，延缓了疫情的蔓延。[17] 
从本质上来说，国家不采取任何强制性管理措

施，寄希望于民众的自律和自觉来进行抗疫，只是

一种“佛系”的抗疫方式，但是这种单纯依靠群众

的自律进行抗疫显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

诚然，民众的自律和自觉在抗疫中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但是一旦民众的自律行为懈怠，这种自律抗

疫模式就会瓦解。若要行之有效地击退疫情，还是

离不开国家的强制措施和彻底地严格管控。从日本

的例子来看，社会所强调自律以及集体主义的文化

有助于其采取自律的抗疫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日本人都支持这种抗疫模式。近年来许多日本人受

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认为采取过于严格的管控措施

会触犯个人隐私权，剥夺民众的自由，迫使日本政

府试图在“自由”与“自律”之间寻求平衡点，这最终

使得日本也没有严格选择自律的抗疫模式，在某些

地区还是采取了强制性的限制措施。 
3.2 西方核心价值观念对其国家疫情防控产生

的影响 
群体或自律免疫模式的选择究其原因是受到资

本主义价值观，尤其是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倡导以“自由、民主、平等、

人权”为代表的核心价值观，并宣称具有“普世”

性，不断地向外输出这种价值观，例如日本。 

西方国家倡导的与我们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

平等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其所倡导的自由观是建

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而这只能代表少数

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即资本的利益，维护的是少数资

产阶级的自由，剥削和压迫的却是广大工人阶级的

自由。因此，为了表现出他们宣称的“自由”是属

于民众的，自由被抽象化，只强调精神或意志自由，

物质及其他各方面的自由被掩盖和模糊。这就是为

什么西方强调绝对自由，鼓吹个人自由至上，诋毁

社会主义国家具体的、现实的自由观。[18]对比之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是人的全面自由，是经

济、思想各个方面的独立发展，是免受剥削和压迫

的自由，是追求幸福生活和中国梦的自由；[19]要实

现自由，必须要法治、平等、公正、民主的保障，

表面上看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实际上实现的是所

有民众的自由。而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个人自由至上，

看似不受限制、无限自由，但真正保障的只是少部

分资产阶级特权者的自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国家所倡导的民主

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多党执政、

分权制等看似可以通过民众选举执政党管理国家来

实现人民的民主权，但现实情况却是选举的过程都

被资产阶级利用金钱控制，选出的代表也是为少数

特权者服务，最终实现的还是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利

益，这种民主只是一种假象，形式上的一人一票是

根本无法保障民主的实现。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民主才是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民族区域自治、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等，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

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自由与民主的虚假使得西方国家宣称的“人人

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人权价值观，

只是法律和金钱上的形式平等，广大被剥削阶级同

大资本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实质平等；[19]他们高喊人

的权利与生俱来的口号时，又不断地剥削工人阶级

的剩余价值，并歧视对待有色人种和其他种族，例

如美国的弗洛伊德事件，这种维护少数人权利的价

值观又怎么可能保障所有公民的平等和人权。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适用于全体

人民的平等，由法律保障实施，确保全体民众都能

够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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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口号性，使得西方

国家政府在疫情防控当中，不会也不能够全力地为

广大的普通民众服务，群体或自律免疫自然就成了

政客们有效的甩锅模式。从本质上来说，西方的价

值观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资产阶级统治者更加

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因此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表现出

消极和“佛系”的态度，甚至想通过自然感染的群

体免疫模式进行抗疫，目的还是用最小的成本实现

最大的经济利益而无视人的生命安全。此外，西方

国家灌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价值观还会

造成许多人被洗脑，为了所谓的个人利益与自由，

罔顾他人的安全，这甚至引发了民众之间的冲突，

使得本是少数资产阶级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被

成功转移到民众内部之间的矛盾，保障每个人的利

益与权利更是无从谈起了。例如在抗疫过程中，对

于戴不戴口罩和居家隔离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民众就

产生了巨大分歧。虽然已经证实戴口罩和居家隔离

可以有效预防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播，但是不愿意的

民众认为戴不戴口罩和在不在家是自己的自由，国

家不能强制，因为这是对个人自由权的侵害，而赞

成的民众则认为戴口罩和居家隔离是对生命安全权

的保障，他人不戴口罩和有症状还到处乱走侵害了

自己的生命权与人权。从表明上来看，戴口罩与居

家隔离冲突反映的是民众的自由和人权之间价值观

的冲突，但从实质上来说，是西方国家“单纯”的

思想自由与现实中的经济、权利自由发生了冲突，

片面地谈自由与民主、平等、人权的综合性发生了

冲突。脱离了现实的自由是非自由，是损害他人和

群体的自由，这也是西方国家群体免疫失败的根本

原因，因为某个人的自由帮助了病毒的扩散。相比

普通民众，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实现思想、

经济、权利自由一体化，因为雄厚的物质和政治基

础可以使得他们远离病毒扩散的人群而不用担心生

存和被孤立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疫情一严重，

西方国家有钱人就纷纷跑到乡下的别墅甚至是国外

去，还有人花费数万美元去国外先打疫苗，而普通

民众只能留在原地受病毒侵害，为生计发愁，这又

谈何自由呢。所以说，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

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

的自由。 
口号式的自由、与平等和人权相冲突的自由，

对西方国家人民灌输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诚信的丢

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都难以存在信任。

例如对于利用电子科技手段追踪病患密切接触者的

方式，西方国家民众认为这样会侵犯个人的隐私，

很多人强烈反对。从中国的经验来看，控制疫情产

生的源头对于疫情防控工作十分重要，民众对通过

电子科技手段追踪病患密切接触者的手段抵触，会

错失第一时间锁定疫情产生源头的信息。还有，对

于疫苗接种，西方民众也产生了反对和抵抗的声音，

许多人以疫苗有效性、安全性和个人的自由权为由

拒绝接种疫苗。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接种疫

苗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如果个人不接种疫苗患病

并且传染给其他人，那便是侵害了其他人的生命安

全权，而且如果超过一定数量的民众选择不接种疫

苗，那就无法实现社会的群体免疫，每个人的自由

和生命安全都将受到威胁。这种个人隐私、接种疫

苗与疫情防控之争为什么会频繁在西方国家上演，

但却从来没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呢？根本原因就是

缺乏了“诚信、友善”的自由在西方人民心里是不

自由的，是缺乏对政府、对科技与疫苗公司信任的

表现，而在中国，民众是完全信任政府的担当与能

力，由此信任政府监管的电子追踪手段和疫苗生产。 
对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众多新冠肺炎病患无

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反映出西方国家价值观的

另外一个问题，即平等价值观的崩塌。这种脱离了

“富强、民主”谈平等，是不可能让广大的普通民

众享受平等的权利。总之，西方核心价值观对资本

主义国家的疫情防控模式的选择和防控工作的成效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引导的

抗疫模式使得过去一年多西方国家疫情防控漏洞百

出，迄今为止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广大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一直遭受严重的损害，这充分说明

了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固有问题，揭示了其价值观各

要素之间面临冲突和崩塌的风险。 
3.3 核心价值观还会影响国家制度，进而影响

抗疫模式的选择 
核心价值观的差异还决定了国家与社会制度的

不同，而国家制度又是影响抗疫模式选择的关键性

因素之一，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国家采取不同措

施来抗击疫情。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私有制和个

人主义，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主张把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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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权利放在首位，个人对国家的服从度较低。

对比之下，社会主义中国强调的是公有制和集体主

义，主张个人是社会的一份子，国家和民族利益高

于任何单个人的利益，个人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很容

易达成共识。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决定了国家采取完全不同

的疫情防控措施，具体就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强

制施行严格的抗疫模式，例如英国放任民众的群体

免疫模式和日本依靠国民自律的抗疫模式，这在本

质上是政府把抗疫的主要责任推卸给了民众。而中

国政府则是主动承担责任，采取集中力量、统一领

导、依法管控的抗疫模式，采用强制性手段对高风

险地区实施严格出入限制，但是这在西方国家实施

起来十分困难，因为民众会认为这样侵犯了他们的

人权和自由。社会主义强调集体主义还能够充分发

挥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集中群众的力量共同抗

疫，充分发挥国家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

为什么中国政府能集中广大群众的力量采取全民抗

疫的模式，而西方国家不行呢？究其根本原因，西

方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只是少部分人的利益，在抗

击疫情过程中不能够不遗余力的付出，西方的医疗

设施也大多数是私有制，自然无法在疫情中保障所

有病患得到救治，因此政府为了能够尽可能降低成

本进行抗疫，提出了通过自然感染形成群体免疫的

抗疫模式。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中国则是真正代表

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不

计成本地付出，国家负担救治病患、核酸检测、接

种疫苗等相关费用，尽管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和资源，但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决不放弃任何一个人民。 
4 对比中国抗疫的成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充分体现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疫情先大规

模在中国爆发，政府和人民没有任何经验，而且

2020 年武汉疫情的爆发非常快、规模迅速扩大，但

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奋进，一个多

月的时间就使得疫情完全控制，经济生产得到有序

恢复。目前，中国是世界唯一一个能全面生产的大

经济体，承担全球供应的主要压力。从根本上来说，

中国抗疫的成功是充分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4.1 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完美体现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 
正是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使得我们国强

民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文明、和谐。也正是这

种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完美体现，才决定了全民

族、全社会、全体中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高度一

致，才能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强大社会合力，实

现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集中力量共同抗疫防

疫，[20]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一的

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人民围绕共同的目标，集中

各方力量，调动各方资源，群防群控，高效有力地

进行抗疫防疫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的科学免疫

模式。在抗疫防疫过程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核心价值观的例子比比皆

是。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用

10 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

改建16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

19 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 16 个市州，最

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

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动态

平衡的跨越式提升。各行各业勇担责任，460 多万

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全国 65 万个城乡社区 400
多万名工作者日夜值守，各类企业、医院与机构积

极出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拼搏，人民解放军、

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奋勇当先，广大科研人员奋力

攻关，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180 万名环卫工人

起早贪黑，新闻工作者深入一线，千万志愿者和普

通人默默奉献，等等。[21]抗击疫情能取得成功，疫

情能迅速被控制，生产经济能有序恢复，就在于拥

有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于在科学

抗疫过程中能完美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能够集中力量高效有力地抗击疫情根本在于我

们拥有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越性，发挥党领导

的决定性作用。党中央全面部署与组织，统一指挥、

协调与调度，总览全局、协调各方，充分发挥全党

全国力量，最大程度保障抗疫防疫的高效有序开展。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越性决定了中国采取统

一领导的科学抗疫模式，为打赢疫情防控战役提供

了坚强的政治保证。[22]正如习主席在全国抗击疫情

表彰大会上提及，在获悉疫情后，党中央第一时间

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及时、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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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坚定信心、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策略，明确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目

标；随即，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

出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马上，各级

党委和政府闻令而动，村镇、社区、企业、医疗组

织、科研机构、学校、军营各部门、各单位各就各

位。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

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才有效

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

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21]抗击疫情的成功、疫情防控的成效显著，充分说

明了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完美体现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科学抗疫中的务实精神。 
4.2 社会层面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依法治

国制度的优越性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本质要求和

重要保障。[23]坚持法治，就是严格依照国家规定和

法律法规要求，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在国家法律的保障下，抗疫工作能够更为顺

利、高效，并使得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后，生

产生活秩序正常。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决定了中国能够采取依法管理的科学抗疫模式，而

依法抗疫模式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的正确性、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卓越感。 
为给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利的法律保障，为快

速打赢防控攻坚战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党和国家

始终把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作为首要目标，

并及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及指导意见进行支

撑。2020年 1月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2 月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

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24]；当月

全国人大常委又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6 月卫生健康领域首部

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开始实施；紧接着，中央政法委印发了《关于

依法保障和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

展的指导意见》，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对依法

防控起到了明显的引领、规范与保障作用。[26]同时，

为进一步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依法惩治疫情防

控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治安管理处罚

法》、《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指导意见

也紧急出台，这使得采取集中力量、统一领导、依

法管控的科学抗疫模式更加全面、更加务实。简言

之，依法防控充分显示了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应对疫情这

些重大突发事件时所具有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4.3 个人层面核心价值观的最终体现是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

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思想。党

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

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25]在抗疫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把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

救治每一位患者，采取严格管控的方法集中隔离风

险人群，严控疫情扩散，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作为防控工作的主体，

广泛发动，紧紧依靠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压紧压

实社区、单位、家庭和个人防控责任，筑牢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引导人民群众树立自我

防护和管理意识，充分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为

疫情防控提供坚强后盾。[26]正是各项疫情防控政策

和治理措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最

大程度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才使得中

国可以采取全民参与的科学抗疫模式，才能够充分

发挥广大群众的力量，迅速、成功地打赢了疫情防

控攻坚战，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体现。 
4.4 疫情防控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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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 
不同于西方核心价值观各方面的割裂状况，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是统一的，正是由于

国家、社会和个人价值取向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才

使得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产生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

同的结果。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是在党的统一领导

下，集中社会各界力量，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统一了国家、社会、个人的目标共同完成的。在这

个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价值取

向相互促进、共同作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引导

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中要保持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多方面的协同共进，要一盘棋的思想；在对

高风险地区严防严控、保障社会稳定与人民安全的

同时，加快对中低风险地区的积极复工复产工作，

确保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国家经济持续

发展，这反过来又对高风险地区的防控与恢复提供

了后盾支持。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取向对防疫工作

的法治化、人性化、公平公正性定下了基调，促使

了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每一位病患的平等公正对

待，不放弃每一位患者，充分展示了一个关爱人人、

人人关爱的人文社会。个人层面的核心价值是全民

参与抗疫防疫的引领准则，爱国主义精神促使各界

人士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医护人员、民警、社

区工作者等发挥爱岗敬业精神、不畏艰辛、默默地

坚守在岗位上，每个公民诚信友善对待他人，不隐

瞒病情，对病患和密切接触者友善不歧视，施予援

手、勇于奉献，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担当志愿服务者。

正是在这种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核心价值观

的统一促进下，中国才能在抗疫中屡屡创造奇迹，

而且这些奇迹还没看到被他国复制。 
从中外对比的情况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对疫情防控有着非常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正

是由于我们拥有这些核心价值观，才使得抗疫工作

高效、成功，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才能得到保障，

统一领导、全民参与的中国抗疫模式才能远胜于西

方的群体免疫或自律模式，效果的差距已不是一星

半点了。因此，在今后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我们更要坚定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概况来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

为今后工作至少带来三方面的作用。首先，为防控

工作提供价值目标，引导工作持续进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蕴涵了民族和时代精神，综合了优秀传

统文化、世界先进文明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

化，这将为常态化防控工作提供明确、长期的价值

目标。其次，为防控工作树立积极的价值理念，提

供强大的凝聚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能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促使民众理解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重大意义，激发群众团结一致、万众一心，

为共同抗疫凝聚磅礴力量。[27]最后，为防控工作在

关注宏观大局的同时，也不会忽略微观的行为规范。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促使国家和社会

更加注重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的均衡发展，更

加注重法治化和平等公正的防控，更加注重人性化、

关爱性的施救与管控，强化公民对祖国的热爱、对

职业的敬爱、对他人的诚信友善，让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文明、和谐、顺利的进行。 
5 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培育和践行核心价

值观的有效措施 
在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中，中国人民、中华民

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

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

共的伟大“抗疫精神”。[2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

“抗疫精神”一脉相承、互相融通，共同来源于民

族和时代精神，都是展示出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中国精神”。 
5.1 有机结合“抗疫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正是由于存在“中国精神”，抗疫勇士们才会

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

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这种舍生

忘死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诚信、

友善等倡导同样都传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

“抗疫精神”的举国同心、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

主、法治、以人民为中心等倡导都深刻彰显了社会

主义制度和文化的优越性。因此，在今后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中，我们应继续发扬“抗疫精神”，并

有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以赋

予“中国精神”新的元素。 
首先，通过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将发扬“抗

疫精神”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

机结合。向广大人民群众讲清、讲透“抗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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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民族和时代精神融通的

结果，是传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是相统一的，都是对“中

国精神”的展示。促使每一次对“抗疫精神”的发

扬，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培育和践行，

使得二者相互融通、有机结合。其次，把对抗疫英

雄和感人事迹的宣传教育，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行融会贯通。疫情防控中凝聚起来的

强大中国力量、涌现出的一大批抗疫英雄与感人事

迹，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鲜活素材。把

充分发挥抗疫英雄模范的带头作用，学习英模事迹，

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过程当中。

最后，疫情的日常防控工作就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实际行动的过程。在同疫情作斗争的

过程中，提升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核心价值

观的践行水平和强化三个层面价值观的统一。 
5.2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融合学校、家庭和

社会教育，构建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双向互动机

制 
学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

阵地之一，便于集中学习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更要发挥学校在培育和

践行方面的关键作用，激发学生将核心价值观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首先，发挥好学校思政课的教育

功能，引领学生拥有正确的政治信念和人生价值。
[4]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进行科学性和层次化

讲解，并根据时代特点及时进行丰富和补充，与“抗

疫精神”等实际例子联系起来，强化学生的理解，

激发爱国情怀，使其能够在日常疫情防控中自然而

然地践行核心价值观。其次，注重校园文化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的作用。社团活

动、各级党团组织活动、以及班级、宿舍、学生会

等各项校园文化活动，都可以作为融合疫情防控与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例如，举办征

文大赛、观看抗疫宣传片、举行疫情防控演讲或辩

论会等，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

教育，引导学生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靠拢。最后，

进行疫情防控宣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

践行要注重方法，改变传统的思政课和校园文化活

动中单纯依靠学校输出教育的方式，建立起师生之

间的双向互动，重视学生接受和认同问题。在宣传

和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当利用好榜样示范的

作用，将校园楷模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另一方面让

学生在涉及自身抗疫防疫时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在教与学的进程中耳濡目染地

完成培育和践行。例如，大力宣传学校尤其是本校

教师、学生参加疫情防控的典型事例，让学生清楚

英雄和感人事迹就在身边，感同身受，他们自己也

能够成为新时代的人物，增强学生对“抗疫精神”

的直观感，并鼓励学生在做好预防的前提下主动参

加防控服务工作，在实践中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认同和培育践行。 
家庭是构成国家和社会的最小集合，是影响成

员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是常态化疫

情防控融入全民教育的基础。在家庭教育的过程中，

坚持积极引导，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坚持以身作则，

提高家长自身素质，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树立良好的

价值观念和防控意识；坚持问题思维，培养独立思

考意识；[28]此外，应该家庭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不

断更新时代精神背景下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和疫

情防控的本质要求，并把在校在家学到的付诸于日

常生活中的行动，起到很好的宣传示范作用。注意，

家庭教育不是单方向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也要发

挥子女向长辈宣传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

用，增强家长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这样才能不

断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尤其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

中，家庭成员通过遵守国家疫情防控措施，讨论分

享抗疫中的各自了解的事迹和英雄人物，加深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同。 
实践活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根本措施，只有最终落实到疫情防控的社会实践中，

才能真正体会到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才能转化

为自己的价值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社

会生活，是对生活实践的总结和概括，知行统一，

理论到实践，再理解再体会，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

学习过程，每一次学习和践行都能获得新的感观。

在当前应对严峻疫情的情况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教育就是加入到日常、实际的疫情防控工作

中，鼓励大家主动参加志愿活动，在生活和实践中

深化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构建培育和践行双向

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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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充分利用互联网，宣传“抗疫精神”，挖

掘典型，增强可视度，探索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

层面核心价值观融通的便利模式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化生活已经成

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常态，“无人不网”、“无

处不网”、“无时不网”，网络对广大民众的思想

行为带来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影响。对于教育来说，

“互联网+”加的是新的教学理念，是与时代同步

的教育艺术和方法，以人为本的教育核心，丰富多

彩的课堂和不断革新的流程。[29]网络为人才培养提

供了新的载体、平台和巨大信息资源，让教育打破

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惠及更广泛的群体，并带

来了灵活性与及时性。[4]在疫情爆发后，互联网和

教育的结合变得尤为重要，学校课程的顺利开展得

到保证，常态化防控下的授课可以正常进行。 
抗疫防疫尤其是常态化疫情防控更是需要充分

利用互联网的普及性和便利性。首先，利用互联网

等新科技手段，快速传播相关信息和宣传疫情防控

措施，保障信息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为疫情防护工

作增加了极大的便利性。例如通过热力地图和折线

图实现疫情实时数据可视化，动态更新和展示全国

情况，及时观察和避开高风险地区。其次，充分融

合互联网与新闻媒体，讲好抗疫故事。抗击疫情过

程中产生了许多感人故事和大量的实时数据，这些

都反映了抗疫的艰苦性和英雄事迹的感人性，充分

利用互联网的传播功能，让疫情数据的透明、公开

性，高效广泛宣传抗疫故事，激发全国民众在常态

化疫情防控中的斗志。最后，及时、广泛宣传“抗

疫精神”，把抗疫成果和有效经验传播开来，丰富

抗疫故事内容，讲清楚“抗疫精神”的丰富内涵和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脉传承，广泛传播核心

价值观的实质内涵，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助力科

学抗疫防疫工作。 
还可以充分运用网络手段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培育和践行注入新的模式，尤其是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背景下，利用网络新技术，为国家、社会和

个人三个层面核心价值观的融通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但这也会带来新的考验。第一，充分利用互联

网，为融合不同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

践行开辟新路径。利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

多种鲜活生动、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普通大众生活中

的典型事例尤其是抗疫感人事迹展现出来，使得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更加深入人心，帮

助人们清楚如何从个人层面逐步上升到社会和国家

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更加容易被广大民众认可与接

受，也更加容易做到。[30]第二，充分利用互联网，

为融合不同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升效

率。发挥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特点，把常

态化疫情防控的点滴工作在互联网的协助下，都与

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核心价值观直接联系起来，把

价值观的践行联络到每一个人，并利用网络收集数

据的便利性，及时分析，找出具有针对性的培育措

施。第三，注意防堵互联网的发展给核心价值观宣

传带来的冲击和对我国疫情防控带来的歪曲。国人

利用互联网探索世界，走出国门，在获取大量有用

的资料和信息时，也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一些杂音，

特别是一些别有用心、刻意歪曲我国抗疫事实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虚假报道，以达到输出不符合

中国国情的西方价值观的目的。对此，我们应该更

加强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互联

网、多媒体广泛宣传、对比中西核心价值观的不同

带来的抗疫模式和结果的差异，用事实说话；同时

加强网络监管，严惩网络诋毁和虚假信息发布者，

阻隔不良来源，揭露真相，让民众真正理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在常态化抗疫中对大家切身

利益的作用，坚定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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