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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建设不平凡的40年基本经验探析

郝清杰

[摘 要]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不平凡历程，考察我国社会建设的发展

轨迹，可以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更为深入地总结改革开放40年

来我国社会建设取得的丰富经验，从而指导新的社会建设实践。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向新的发展征程，改

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国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生产

力，为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积极转变发展理念；掌握科学

的工作方法；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是最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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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建设的顶层设计角度来讲，社会建

设并不是一个新名词。早在1917年，中国民主

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就已经从国家建

设的总体战略布局高度提出了这个概念。①但

是，直到近90年后的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

全会才再次提出社会建设概念，并将其从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领域中独立出

来。同样一个概念，90年前后的内涵已经发生

了重大变化。90年前，孙中山提出了“社会建

设”，虽然也有详细的设计，但是在内忧外患的

时代条件下，只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海市

蜃楼。90年后，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

度、国家富强、社会稳定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共

产党再次提出宏伟的“社会建设”目标，具有坚

定的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等强大支撑，社会建

设已经从空中楼阁转变为社会现实，从纸上谈

兵转变为生动实践，从海市蜃楼转变为真实蓝

图。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历史，特别

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不平凡历程，考察我国社会

建设的发展轨迹，可以更为深切地感受到我们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更为

深入地总结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社会建设取

得的丰富经验，从而指导新的社会建设实践。

一

对于有着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来

讲，40年只是短短一瞬。但是，对于当代中国人

来讲，改革开放 40年却是很不平凡的一个时

期。在这不平凡的40年里，我们开启了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

大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为强

起来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习近

平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

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中国 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

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

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1]在这不平

凡40年艰苦奋斗中，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

作者：郝清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
①《建国方略》是孙文于1917年至1920年期间所著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的合称，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

系统化设计，被民国政府标榜为立国的第一指导纲领。其中，《民权初步》又名《会议通则》，是一本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后
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叙述了政府的组织、运作和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把握的具体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学者
孙本文在1944年还曾创办过《社会建设》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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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一样，我国的社会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

就。梳理总结改革开放 40年社会建设的基本

经验，需要把这个时期的社会建设放到新中国

成立近 70年来的伟大实践当中，深刻理解“不

平凡”的丰富历史内涵和鲜明时代特征。

（一）“建设一个新中国”宏伟目标中的社

会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满怀激情地憧憬

着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将会看

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

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

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

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

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p.1467)新

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进程

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以苏联的经验教训

为鉴，总结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程，在

社会建设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毛

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

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明确

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

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具体来讲，《论十大关系》

已经包含有社会建设的基本思想和主要原则。

比如，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汉

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

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

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

设，等等。①这些重要思想，都成为当时开展社

会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二）“两个文明一起抓”大格局中的社会

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

崭新征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总结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在

把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上来、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应该高

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指出：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

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

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

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

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

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

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

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3](p.28)在

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总体战略布局中，社会

建设的概念虽然还没有正式提出来，但是以提

高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为主线的社会建

设的基本内容，已经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中

得到充分体现。例如，在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社

会建设的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围绕这条

主线，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如社会稳定与管

理、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教育事业、卫生事业

等，都有具体的工作部署。

（三）“三位一体”战略布局中的社会建设

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江泽民多

次指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要一起

抓，并相应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文

化、政治“三大纲领”的布局。“三位一体”建设

的总布局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在这

个“三位一体”建设总布局中，虽然还没有提炼

出独立的“社会建设”概念，但是，“社会建设”

的丰富内涵已经随着经济社会建设的发展而

逐步深化和拓展。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战

略中，江泽民高度重视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为主线的社会建设。他多次强调指出：“不断

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

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人民群

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就会得到更

加广泛的支持，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更加巩

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和

①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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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大局出发，始终把解决好人民生活问题

作为党和政府的根本任务。”[4](p.90)围绕不断改善

人民生活，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建设方

面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在

社会建设领域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成就和宝

贵经验。

二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历史，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年的不平凡历程，考察“社会建

设”概念的提出历程，总结社会建设伟大成就

与经验，我们必须明确一个重要理论前提，即

在“社会建设”概念提出之前，不能说在社会

主义发展总体布局中没有社会建设的内容与

举措，而应该说社会建设的各项内容散见于

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但是，在

社会建设概念提出之后，就应当肯定，人们对

社会建设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社会建设

成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并

列的领域，社会建设的基本规律得到更加准

确的把握，社会建设的专业化政策逐渐被制定

出来。

（一）社会建设概念的正式提出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建设包括

“社会更加和谐”在内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

会，即“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

谐相处的局面”。这说明，我们党在发展目标

的顶层设计上，已经从“富强、民主、文明”发

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社会

建设概念呼之欲出。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

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我国基本国情，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把改革的力度、

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

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确保社会稳定和工作有序

进行。”[5](pp.480-481)这表明我党从工作部署和理论

认识上更加关注社会建设领域。2004年，党的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概念，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

制，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

管理体制创新；促进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

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这

次会议上，社会建设概念首次被明确提了出

来，成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

次重大进步。

（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社会建设

2007年 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地把

“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

斗目标的新要求。从此，生态文明建设开始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 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更

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

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

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6](p.9)党的十八

大报告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之中，实现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由“四位一

体”向“五位一体”转变。与以往我们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概括相比，党的十八大报

告对“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有了更为深刻的表

述，这是对这一发展道路的丰富和发展，是中

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

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一个

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概念的提出与不断丰富完

善，常常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实践需要，反

映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历程，体现着人们对

经济社会建设认识的深化。一般来讲，“社会”

这个概念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

大社会的概念，即与自然界相对应的社会概

念，从内容上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狭义的社

会。第二层次是中社会的概念，即与经济相对

应的社会概念，是指经济发展之外的政治、文

化和狭义的社会等领域。第三个层次是小社

会概念即狭义的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

应的社会概念。根据这三个层次的界定，社会

建设有不同的内涵：第一个层次的社会建设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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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狭义社会

建设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建设。第二个层

次的社会建设是指经济建设以外的各项社会

事业的发展。第三个层次的社会建设是指与

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

设，主要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就业、

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治理等方面。

作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概念

相对应的社会建设概念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化，体现了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三

陈云曾经讲过：“新发展要从旧阵地出

发。”[7](p.164)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向新的发展征

程，“社会建设”需要成功实践经验的指导。因

此，我们应全面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建

设的基本经验，以指导新的社会建设实践。

第一，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国情。一个国家

的社会建设，当然需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好的

经验和做法，但必须适应本国的实际国情，根

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性质和政治制

度、历史和文化传统等，探索建立体现本国特

色的社会建设模式和宏观政策架构。在社会

建设领域，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完美的制度或是

现成的“最优模式”可供其他国家借鉴与复制，

各国必须立足实际，借鉴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

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本国国情的

社会建设模式。把握中国的实际国情应该深刻

理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具体而言，正因为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

的客观阶段，不能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和任务，

否则就容易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第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发展生产力，为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

基础。胡锦涛在总结改革开放 30年经验时指

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

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

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

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改革开

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

来，这是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

地位大幅度提升的根本原因。今后，我们必

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

摇。”[8](pp.535-536)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

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社会建设具有强大

物质基础的重要保障。

第三，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

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坚持的重要原

则，但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是促进GDP的增

长，更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

外宾时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

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

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

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9](p.168)

因此，在社会建设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增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民共建

共享。正是基于这些理念，我国始终把社会保

障制度建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不

断取得新的历史成就。

第四，积极转变发展理念。发展理念管全

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是战略性、纲领

性、引领性的思想理念，直接关乎社会建设成

效乃至成败。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中，我们

党根据形势和任务需要，对发展理念和规律的

认识一步步深化，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

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到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到坚持科学发

展观，每一次发展理念、发展思路的重大创新，

都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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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提出“创新、

协调、开放、绿色、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集中

反映了我们党深化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

认识，科学把握了新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深

刻揭示了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布局、发展保障等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已经成为我国社会

建设的重要遵循。

第五，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加强社会建

设需要科学的工作方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做好群众工作。早在 20世纪

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毛

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

题》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比如，“团结—批

评—团结”是处理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重要方

针；“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处理人民内部利

益矛盾的重要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

指导我国艺术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针；“长期

共存、互相监督”是处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

党派关系的重要方针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进入转型期以后，我国面临的社会

矛盾更为复杂多样，社会建设面临的考验更

为严峻。我们党陆续作出构建和谐社会、加强

和改进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

重大战略部署，将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纳入法治

化轨道。

第六，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相统一。

社会建设的目标虽然美好，但是不能局限于美

好的愿望或动机，而是要求真务实、脚踏实地。

在我国社会建设中，只有处理好尽力而为与量

力而行关系，才能将美好的愿望变成实实在在

的建设成果。“尽力而为”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不能虚情假意，不能惜力松劲，不能有

所保留。只有全力投入，才能得到人民的拥

护、赢得广泛的参与，即使最终未达到理想的

效果，也能得到群众的理解。“量力而行”就是

要从实际出发，不搞过高承诺，不唱高调，实

实在在办事，办出实实在在的成效。正如习

近平在论述共享发展时所指出的“我们要立

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

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

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

不至。”[10](p.216)这是我国社会建设的一条重要经

验，也是一个重要原则。

第七，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是最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 40年来，在社会建设领域，中国共产

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

了社会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了一

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过

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建立了世界上最

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历

史昭示未来，在社会建设中要始终坚持党的

坚强领导，这是做好社会建设各项工作的根

本保证。

当然，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建设取得的

经验远不止这七个方面，比如要大力推进社会

建设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要积极借鉴发达国

家社会建设经验等。善于总结实践经验以指

导新的实践，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科学

工作方法。在新时代社会建设进程中，只有既

重视宝贵实践经验的指导，又重视对新问题新

矛盾的剖析，才能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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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China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and Opening-Up: On Mao Ze-dongs Socialist Reform and Opening-Up: On Mao Ze-dong’’s Arduous Exploration after the Firsts Arduous Exploration after the First““Five-Year PlanFive-Year Plan””PeriodPeriod：：The
year of 2018,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hall witness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ole of Mao Ze-dong in China’s socialist
reform and opening-up.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Plan period, Mao Zedong opposed“dogmatism”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mposed great efforts to“the
second integration”of Marxism and China’s reality, and clearly put forward the launch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regarding socialist construction; he worked hard
on the solution to the institutional knot of“overcentralized power dominat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proposed a reform of“the whol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and stressed“the autonomy of enterprise”; he also presented the requirement of changing the previous style of“ managing economy via administrative
means”and emphasized“socialist commodity production”should be vigorously developed. Meanwhile, Mao was engaged in exploring the possibility of opening
to the world, especially to western countries. On basis of adherence to the marked grounding of socialism, dedication to activat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embra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ist China’s subjectivity,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f reform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uideline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stablished after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CPC would comprehensively inherit the accomplishments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ecedent Party
leaders.(Xu Jun-zhong and Deng Qin-lin)
On Xi Jin-ping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A Contemplative Reviews Important Statements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A Contemplative Review：：The issue of“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is the top priority of our Party’s work.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s long attached great significance to it.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is key to
addressing the issue of“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with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harmony and stability of
rural areas, and the welfare of farmers.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focus on better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land as the chief mission, uphold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reinforce the clarity of property rights, emphasize the
activation of market element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coordinate the role of market and that of government, and elevate mass farmers’
sense of fulfilment from the reform in a lawful, orderly, and steady manner. Xi Jin-ping has always stressed that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shall adhere to
three principles, namely keeping public ownership of land, not breaking the red line of arable land system, and not damaging farmers’benefit. Xi’s important
statements solved the issue of land ownership,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profits, which provides vitality and impetus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a new era.(Zhang Bin)
Th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a New EraThe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a New Era：：2018 is the fortieth year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Summariz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forty years and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as the main theme of the times has grea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forming the spirit and style of the whole nation, namely the powerful spiritual dr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entails three dimensions: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as the
direction, the nourishment of the national spirit a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revolutionary spirit as the keynote.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new era can lea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rough the emotional identity mechanism, the interest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the era-
leading mechanism.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ularity, morality, and aesthetics.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the spirit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will certainly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Yan and Li Yi)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forty years of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progress in all undertakings. It is also the
libe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ve forc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huma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past 40 year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continually
adjusted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guidelines, and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bringing order out of chaos, recovering and rebuilding the layou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conomy”,“devoting to the great undertaking of rejuvenating China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building an innovation-originated nation”, and“implementing the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W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lfilled a large number of maj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accumulated precious experience of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rul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u Bo)
The Unusual Forty Year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The Unusual Forty Year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China：：In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nearly 7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especially the
extraordinary course of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n tra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we could more profoundly recognize the
Party’s deepening knowledge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us, we shall further summarize the rich experience acquired in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guide the new practi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Standing in a new historical position and embarking on a new development
journey, we come up with some basic experience of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e shall keep a foothold in national and
realistic conditions, stick to the goal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continually develop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huge and strong materialistic basis
for social construction; we shall strive for the people’s longing for a better life, actively transform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master the scientific working
methods, combine making best of our efforts with making ends meet, and uphold the Party’s leadership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Hao Qing-jie)

““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a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Xi Jin-pinga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Democracy: Xi Jin-ping’’s State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s State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
To fully grasp Xi Jin-ping’s basic view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we shall clarify his path to promote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focus on the
essence and core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cy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uphol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people being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rule of law. We shall also aim at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ensure that the people are the masters of the country through institutional system, steadily and actively propel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restrain
public power and expand people’s rights to prevent the phenomenon that people only have pseudo power and no power in reality. Meanwhile, we shall bring
about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ocialist coordinative democracy, fully exhibit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forms of democratic election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develop a pathway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u Wei)
Reshaping FarmersReshaping Farmers’’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Experience of Farmers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the Experience of Farmers’’Socialist Educ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Socialist Educa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Taking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Taking：：Reshaping farmers’socialist core value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realiz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the CPC achieved outstanding accomplishments in reinforcing farmers’socialist education through rebuilding discourse system and educational
space, enriching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constructing publicity networks, which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reshaping farmers’socialist core values
nowadays: interpreting the rich connotation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reinforce farmers’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expanding the educational space for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widen the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on farmers; innovating the educational methods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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