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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
*

刘 影

［摘 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人的精神生活是决定人发展程度的关键因素。在资本主

义私有制条件下，由于劳动异化导致人的精神生活异化，而精神生活异化又导致人的片面发展。通过对资本主

义制度下人的片面发展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命题，同时也找到了解决精神生活异化和人的发展问

题的钥匙，即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取代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

时代，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提高思想道德教育水平，

加强精神文明宣传，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关键词］ 共同富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习近平在 2021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

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促进共同富

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①。科学回答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

系问题，只有回到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原初语境才能找到答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

件下，由于劳动异化导致人的精神生活异化，而精神生活异化又导致人的片面发展，通过对资本

主义制度下人的片面发展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命题。进入新时代，在提高人们物质

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应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精神生活异化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提出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作为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人的全面发展

体现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的辩证统一。与物质生活相比，人的精神生活属于更深层次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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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更能标识人的发展程度。

( 一) 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异化

精神生活是人所特有的机能，也是人独特的存在方式。人是物质存在物，也是精神存在物，

“人无精神则不立”①。马克思曾说道: “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

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

度运用于对象;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② 不同于动物只能从事简单的物质活动，人

可以在一定目的指引下开展自由的、自觉的精神活动，以满足 “美”的需要。但是，在资本主

义社会，人的“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③，这一切感觉即

是指人与自身、他人、社会、自然关系的物化。马克思在考察了其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现实后，揭露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精神生活异化与人的片面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和前提，“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

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

既与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马克思在 《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将

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 “人的依赖关系”阶段、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

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

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⑤ 阶段。这既是对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描述，也是人的精神生活的写照。与

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获得较大的解放。在生产力极大

发展的情况下，劳动时间的缩短、闲暇时间的增多，为人的精神生活朝着多方面发展提供了可

能。但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并没有使人类得到充实和幸福，现代大机器不仅没有减轻工人负

担，反而加重了人们的负担，少数人物质财富的增长导致了大多数人的物质贫困与精神空虚。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下的物质生活生产过程中，工人生产的越多，劳动耗费的力量越多，

异己的力量就越大，他们被剥夺得就越多，其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

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

治。”⑥ 劳动者本应是创造物的主人，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却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

劳动者在异化条件下，他的劳动不仅没有确证其本质力量，反而使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受到 “物”

的束缚。在资本逻辑之下，劳动者被贬低为机器，成为资本家谋取利润的工具，人的精神生活的

个性化逐渐丧失，进而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劳动异化导致人的异化，人变成 “物化的

人”，人与自身、他人、社会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被物所奴役。人们追求精神生活本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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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精神需要、彰显其精神属性，实现其自由个性。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

求却走向其反面，造成精神需要的异化、精神属性的丧失以及自由个性的压抑。

( 二) 精神生活异化的主要表现

作为与物质生活范畴相对应的范畴，精神生活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基础上所进行的精神生产和

精神交往活动，其实质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精神生活异化主要表现为精

神需要、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的异化。

精神需要的异化。作为精神存在物，人不仅有吃穿住行等本能需要，还有精神需要。“对于

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忧心忡忡的、贫

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① 对一个人来说，只有其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

才能开始将自身的生命活动转为满足精神生活需要，才能为获得自我满足感、获得感、幸福感、

成就感而展开精神追求。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物化世界片面发展了人的

物质需要，以至于人的精神需要还停留在自然的物欲和心理表层的满足上，人的精神追求依然停留

在对物的占有上，人们的全部感觉只能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肯定自己，这是人的精神需要的异化。

精神生产的异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精神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和基础，最初与物质生活

交织在一起，“‘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 ‘纠缠’”②。但是，随着生产力发展，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的出现，精神生产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同物质生产一

样，精神生产也是有阶级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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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

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③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都无法按照 “美的规律”来生产，无产阶级既没有物质生产资料，也没

有精神生产资料，因而无法从事精神生产活动; 资产阶级在资本逻辑宰制下，其一切精神生产都

服务于其利润追求，政治、法律、宗教等精神生产无不是为资本服务，“美”早已被资产阶级抛

在了脑后，因而其精神生产活动早已异化。

精神交往的异化。交往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和活动方式。人的交往是从物质活动开始的，但

又不仅仅存在于物质活动之中。 “人们的生产与生活，除了物质交往外，总是伴随着知识、经

验、观念、情感的相互沟通与交流，这种人的内在意识的外在表达，就是精神交往。”④ 马克思

恩格斯曾指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

产物。”⑤ 精神交往脱胎于物质交往，受物质交往的制约。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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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交往时曾指出: “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

的文化状况决定。”① 在这里，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有时间”，是因为只有有了自由时间，工人才

能去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开展社交等，才能拥有“文化”，才能丰富其精神生活。很显然，在资

本主义社会，受制于社会分工，人们的劳动实践屈从于被迫的分工和狭隘的职业，还无法从谋生的

手段解放出来，因而工人是没有闲暇时间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交往受制于分工的“异化”。

( 三) 精神生活异化导致人的片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异化导致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个性的片面发展，剥夺

了人作为“人”的独立、个性和思想，人的发展变得片面、畸形。

人的需要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曾指出，人的需要是与生俱来的人的 “内在规定性”，作为实

践的存在，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②。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 “精

神需要和社会需要”③。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的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在物质需

要得到可靠保证后，当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有了基本保障后，人们的需要结构就必然会发生变

化，即从单纯的物质需要进化到丰富的全面需要，从动物式的本能需要过渡到真正的人的需要。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却发生了异化，还停留在物欲的层面。尽管他们穿衣也讲究审

美需要，摄取食物也考究其色香味，但这些仅仅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之上的 “锦上添花”，并没有

达到质的改变，人的精神需要仍然依附于物质需要，人们的精神境界没有得到质的提升。质言

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只是片面追求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忽视精神发展; 只是片面追求量的

增加，而忽视质的改变。当人受制于肉体的直接性需要而成为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其生存本性就

会被撕裂而处于物化之中，那时人就变成了“物化的人”。

人的社会关系的片面发展。社会关系是通过劳动实践展开的，是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和精神交

往中形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联系。社会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的发展，“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

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④。在资本主义社会，精神交往的片

面性导致人的社会关系的片面性。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和全面关系，但却

渗透着资产阶级的私利，具有片面的性质。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⑤。同时，社会的分工造成人的活动的贫乏、片面、固定，

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和社会的交往都得不到充分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处于片面之中。

人的个性的片面发展。人的个性是在社会生产当中产生的，人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片面性

导致人的个性的片面发展。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曾写道:

“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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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

受到个人的乐趣。”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中，机器取代工人成为生产的主体，工人及其劳

动则降低为机器的附属物，人的劳动变成简单的、机械的重复劳动，人的能动性被埋没，人的个性变

得单调、标准、同步。总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是缺少个性的，人的个性不过是物的个性而已。

在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精神生活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后，马克思指出，“单纯

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②，“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

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这 ( 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 将是古代氏族的

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③。这里“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和“更

高级形式”即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真正解放

与丰富。在马克思这里，共产主义从来都是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如《1844 年经

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④，《共产党宣言》

中强调共产主义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⑤，《资本论》中强调共产主义 “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⑥，

等等。总之，基于对资本主义精神生活异化现象以及人的发展片面性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他对未

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即消除异化、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

质”⑦。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演进至共产主义社会，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人的精神享受和

需要就会“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⑧，显现出“自由自在”的本质，从而使社会获得普遍的

有效性。那时，人不仅使“别人的感觉和享受也成了我自己的占有”，而且“我的享受”也不只限

于个人的“占有”，同时可以为别人所“拥有”⑨，人与人之间达到真正的和谐，人全面占有自己

的本质，从而在精神上走向自由自觉。那时，才能真正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 一)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现实的运动，是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

·4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07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8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5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49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9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9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25 页。



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

文明阶段的开端，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

式”①。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实现共产主

义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②，是从它以前的旧社会中产生

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

迹”③，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消灭私有制准备必要的

物质基础，扬弃一切腐朽思想和文化传统。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灭私有制下的被

迫分工，真正实现人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自由自觉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只有消灭私有

制、消灭私有制下的被迫分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首先，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这从根本上消除了精神

生活异化和人的片面发展的经济基础，为人的需要、人的社会关系、人的自由个性发展奠定物质

基础。恩格斯在 100 多年前就曾预见，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

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

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④。社会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共同占有，这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者

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决定了劳动者生产的全部产品归劳动者共同占有，为其精神生活富裕提

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那时，人的精神需要、精神交往、精神生产就不会再受物的奴役。同时，

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消除了产生精神生活异化的直接原因———劳动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在 《共产

党宣言》中曾指出: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⑤ 在

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不再是少数人实现物质财富增长的手段，而成为丰富和提高

所有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那些由私有制

产生的一切旧的精神生活和习惯也将被破除，人的精神生活将从贫乏走向丰富、从片面走向

全面。

其次，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彻底消除人的被迫分工，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提供

可能。习近平指出: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

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

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⑥ 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全体社会成员充分占有社会财富，整

个社会从谋生性质的劳动中脱离出来，“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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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①，人

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追求进行劳动，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成为使人感到幸福

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每个社会成员的个性和能力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最全面的发展。

当然，历史的发展并非线性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是首先在一些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并且在部分国家遭到挫折，在这样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一些复杂的状况。不可否认，在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实践中，部分

人在精神生活领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一些人把金钱、财富等物质的、外在的东西当成

唯一的价值追求，导致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一些人沉迷于消费主义不能自拔，追求所谓的价值

符号; 等等。这些问题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匮乏以及精神世界的荒芜，但这些都只是

“成长中的烦恼”，必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中得到解决。
( 二)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内在统一

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精神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内在统一的。

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物质生活优先于精神生活，但相较于物质生活，人的精神生活更为丰富，

具有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而随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立，人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精神生活

在人的整个生活领域的权重将大大增加，人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生活的发展。

从个体的发展看，一方面，物质生活的富裕需要精神生活的指导，以形成健康、科学的生活

方式。由于缺少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一些人精神空虚迷茫，与其富有的物质生活形成强烈反差。

另一方面，作为富裕生活标志的闲暇时间如果缺少精神生活的依托，就会滋生懒惰与社会问题，

如西方所谓福利国家，以为社会福利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人的一生，实则是掉入陷阱而不自知。

缺少精神生活的依托，人失去了创造力和进取心，最终沦为片面的人、畸形的人。

从社会的发展看，未来人的需要的满足重点是在人的精神发展方面。“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

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②，本来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物

质需要和谋生手段，更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生产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在那时，精神生

产与物质生产走向同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也成为一体; 到那时，就可以说实现精神生活共同

富裕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三、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014 年 10 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 “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

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

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

·66·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7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35 页。



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

刻都存在。”① 进入新时代，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一) 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筑牢人的精神家园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

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② 同样，没有核心价值观

的引领，一个人就会无“家”可归。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思想观

念、价值趋向、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主流积极健

康，但也存在着价值体系缺失、生活意义失落等诸多问题，如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导致的人文精

神匮乏，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致使一些人忽略精神追求，消费主义制造虚假需求，西

方各种错误思潮的涌入毒害人们的精神生活，等等。这些导致一些人思想困惑、精神迷茫。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最广泛通约的价值标准，凝结着全体人

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在促进人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过程中，应积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

会思潮的引领，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之中，融入精神文明创建之中，融入精神

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之中，真正筑牢人的精神家园。
( 二) 提高思想道德教育水平，引导精神生活健康发展

精神有贫富之分，要彻底走出精神贫困，就要重视对人的精神塑造，重视对人的培养教育。

实现精神富裕既与精神产品供给有关，也与人的精神需要程度和享受能力有关。而精神需要有积

极健康和消极颓废之分，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而引导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是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正如马克思所说，教育 “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

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③。思想道德教育不仅有助于人的人格的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

活质量的提升，还有助于指引人们追求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

在现代社会，一些人面对物质生活的巨大诱惑，已经无暇审视其本质和归宿，“人格”已经

降为“物格”，一些人已经出现精神危机甚至丧失人格。因此，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中应更

加关注人的人格塑造，注重主体性人格的培养，突出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更加关注人

的精神世界，用科学的世界观教育人，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信仰，在精神世界中找到人生的归属

感、意义感; 更加关注人的理想教育，激励人追求精神上的、内在的、超越的发展，激发和引导

人的自我发展，真正实现人生价值。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使人们自觉远离低级庸俗的精

神生活，有意识地追求积极健康的精神生活。
( 三) 加强精神文明宣传，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④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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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西方价值观念大量涌入，人们难分良莠，加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尚

未完全建立，人们陷入价值观念冲突和思想困惑之中，当前亟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

弘扬主流文化。首先，做好正面宣传，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用更贴近大众的语

言宣传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全媒体宣传模式，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其次，加强

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精神文化热点问题的理性引导，并及时跟进新闻宣传，对于错误的言论应及时

澄清，消除不良影响; 最后，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宣传管理体制机制，强化依法管网，鼓励发布健

康、积极的信息，防止反动、迷信、庸俗等不良信息通过网络传播，大力净化网络环境，改善舆

论生态，真正营造一个崇德尚善的社会舆论氛围。

( 四)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公共文化是服务 “人”的，其效能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满足 “人”的精神需要，丰富

“人”的精神生活。习近平曾指出: “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

粮。”①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民群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而相对于人民群众

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还存在矛盾，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虽然在“量”上得

到基本满足，但在“质”上相对不足。公共文化服务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在新时

代要坚定不移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来说，要着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覆盖

面。首先，要大力繁荣群众文化创作，完善引导激励机制，为广大文艺创作提供成长的沃土，推

出一批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代表人民心声的公共文化产品。其次，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

馆等公共文化场馆设施建设，巩固和提升基层文化阵地，实施百城万村文化惠民工程，推动

“城市书房”“文化驿站” “文化家园”等小而美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再次，充分考虑不

同地区、不同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不同特点，提供丰富多样的公共文化产品，提升服务的精准

化、精细化水平，特别是对边远地区、落后地区要进行更大的投入。最后，抓住信息科技发展新

机遇，借力数字经济，用科技赋能传统文化行业，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推动文化资源数字

化，降低文化产品和服务成本，让更多文化产品以数字产品的形式 “飞入寻常百姓家”，如建立

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等，提升文化产品的覆盖面和普及率。

( 刘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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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arty is the highest political leading force，and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indicates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se two dimens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The decisive significance of the“two

establishments”has its theoretical logic，historical logic and realistic logic． In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we must resolutely safeguard the“two establishments”and lead the great social revolution

through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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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nd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having the state-owned economy actively play its leading role and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the worki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are important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gap i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o solidly promote“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 Priority for Solidly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Peng Wutang ( 50)………………………………………………………………………………………
Marxism holds that the antagonism and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produ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ownership，and the elimination of such antagonism and gap under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free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Such an idea inherently contains the requir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is still large，which is the biggest constraint to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To solidly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give top priority to promot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refore，on the one hand，we must accelerat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on the other，we must strive to enhance the momentum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n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Liu Ying ( 60)…………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is the core proposition of Marxism． The spiritual life i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gree of one's development． Under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the alienation of labor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one's spiritual life and the alienation of spiritual life leads to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men and women．

Through critique of one-side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under capitalism，Marx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all-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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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and also found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the alienation of spiritual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that is，to replace capitalism with more advanced social forms (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

In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are intrinsically unified，and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is to realiz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 In the new era，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improv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enhance publicity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and improv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so as to meet the people's spiritual

needs，enrich the people's spiritual life，and enhance the people's spiritual realm．

 Studies on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The Evolution and Display of Russia's View of Soft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Powers' Hybrid War

Xu Hua ( 69)…………………………………………………………………………………………………………

In the past 20 years，through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Russia has made a breakthrough in its

view of soft power． Specifically，it has changed its traditional idea in shaping national image and public diplomacy that

aimed at“showing goodwill”to，“integrating”with and“affecting”the West，with a shift in its strategic focus from

shaping a good image and promot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to empowering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n this process，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cognitive offensive，mental maintenance and other factors have

expanded the content of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A concept of soft power with distinctive Russian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forme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evolution of Russia's view of soft power reflects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ruelty and

complexity of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current world，and it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building

and practicing soft power deserve close attention and in － depth study．

Information War in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and Its Implications Yang Ningcong ( 80)……………………

Information war is a military operation that uses various kinds of information to influence and disturb the thoughts and

minds of opponent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secrecy，operability，unconstrainability and low cost，and is therefore

widely applied in“color revolutions”and geopolitical strategies of Western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in 2022，the West launched a large-scale information war to prepare for a“hybrid war”in an

attempt to gain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s such，information war not only seriously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elling truth from falsehood，but also poses a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other countries．

The information war launched by the West in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and Russia's measures to respond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 in guarding against and dissolving risk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and ideology 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 Theme of the Times against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

Rubén Darío Guzzetti ［Argentina］ Translated by Lou Yu ( 89)…………………………………………………

Provoking wars is customary tac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to compete for international

hegemony and resolve crises of capitalism． Behind the Russian-Ukrainian conflict，there lie the expansionist ambitions of

imperialism and the game of geo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has launched attacks in different fields，trying to suppres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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