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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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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价值主体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产生接纳、喜好、满足等情感体验，并愿意通过行为践行该

价值观念的内部心理倾向。运用自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测量问卷，对

各地区大学生样本进行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包含认

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种心理成分，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总体认同度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在具体的心理成分上，情感认同度最

高，认知认同度居中，行为认同度最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已经从认知层面进入到情感层面，但尚未在行为层面表现出来。大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还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政治面貌差异。
【关键词】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价值观认同 心理结构

收稿日期: 2018 － 10 － 12
作者简介: 赵 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少年价值观;

陈红敏，北京工商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大学生政治心理、心理健康。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隐认同及提升策略研究”( 课题编号:

15YJCZH0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与践行”( 课题编
号: 15JJD880012)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教师学术创新支持计划“双重态度视角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认同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

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2013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实施的《关于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也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在尊重

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毋庸讳言，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关键一环。围绕这一关键环节，不同学科领域的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

同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的相关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围绕

如下主题开展。
一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涵、过程和机制等相关要素的理论分析。研究者多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视角出发，运用哲学思辨、逻辑演绎、系统归纳等方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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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究。罗迪从文化认同的视角切入，提出价值认同的核心在于对某一或某类价值的认可和共

享，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1］。祝辉分析了外部价值体系内化为自身价值取向并外化为

价值行为的认同过程，并强调这个过程是自觉进行的而非强制性的，是一个从认知到评价选择

再到接受认可，最后到情感和行为认同的过程［2］。刘新庚和刘铮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同的过程机制进行分析，认为认同的过程机制是一个渐进机制，是社会成员接受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思想，进而在社会实践中将其思想精髓逐步转化为个体核心价值观并不断固化的过

程［3］。笔者前期尝试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提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认同包括在意识层面进行的从认知到认同的外显认同阶段，和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从

认同到内化的内隐认同阶段［4］。
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在这方面，研究者更多运

用实证调查方法，使用自编调查问卷或量表，对不同职业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

进行描述。其中，大学生是这一领域调查的主要对象。张妍妍等采用自编问卷，分别对天津市、
浙江省和河北省的部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5］。邓炼对

90 后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 90 后大学生认知存在片面

性、情感存在差异性、实践存在多样性［6］，等等。此外，还有少量研究者对影响大学生认同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因素进行了调研，如郭曰铎等探讨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家庭、学
校、社会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对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对影响力［7］。

三是对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路径的探讨。在这一方面，研究者主要运用不

同学科视角和理论，对培育和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的具体路径进行论证和设

计。周正艳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提出借鉴西方社会认同理论，通过一系列制度与机制设计，逐渐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个体的价值自觉［8］。邹小华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视角出

发，论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生活化路径［9］。焦连志等从文化学视角，以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为切入点，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重要途径［10］。
综上所述，尽管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已有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明显

不足，主要表现在: ( 1) 在核心概念界定上，普遍将“认同”作为一个单一、笼统、不言自明的概念

使用，缺乏对其内涵的精确阐释，尤其缺乏从心理学学科视角出发，对其内涵的学理界定。( 2)

在研究方法使用上，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运用心理测量、社会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开展实

证研究，但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测量和调查工具( 主要是自编问卷) 普遍缺少信度、效度等科学性

指标［11］，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3) 在研究对象选择上，呈现出明

显的地域性特征，即更多地针对某一局部地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开展调

查，不能准确反映全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的全貌。基于以上不足，本研究拟

在准确界定认同概念心理内涵的基础上，运用规范的心理测量和问卷编制程序来编制测量工

具，并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心理结构，准确描述当代大学生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现状及特点，从而为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理论和实证依据。

二、研究方法及其他

1． 核心概念界定

认同是本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自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首次提出认同概念以来，认同的内

涵随着认同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拓展和延伸。早期的认同更多指向自我，是个体对“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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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和觉察; 随后，认同的内涵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出现了群体认同、社会认同、职业

认同、价值认同等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认同。不论认同指向何种对象，认同的核心是一致性或相

似性。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在《张氏心理学辞典》中收录了心理学家扩大了认同的原意后做出

的解释: 认同是个体行为社会化的历程。在社会情境中，个体向他人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
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团体趋于一致的心路历程［12］。在本研究中，认

同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外在价值体系的认同，因此属于价值认同的范畴。从心

理学的视角来看，价值认同实质是深层次的态度改变，是价值主体基于对某种价值观充分认知

的基础上，产生接纳、喜好、满足等情感体验，并愿意通过行为践行该价值观念的内部心理倾向。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态度是一个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心理成分的结构［13］。相应地，价值

认同在结构上也应包括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种成分。认知认同指的是个体对某一

价值客体通过学习等方式，不断形成对价值客体的正确和全面的认识，这是形成价值认同的第

一步。情感认同指的是个体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了解之后，会进一步将其与自我概念

( 如自我价值体系、自我道德观念等) 进行比较，根据自我需要，进行主观评价和选择，从而产生

不同的情感态度。行为认同指的是个体在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愿意将某种价值客体

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用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需要注意，这里的行为认同并非指个体一

定会按照价值客体的要求行动，而是指行为之前的一种心理准备状态，是一种行为意向，其本质

还是一种心理倾向或心理意愿。
2． 问卷初步编制

根据确定的认同的心理内涵，从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层面来编制初始问卷。为搜集

编制初始问卷所需要的具体素材，笔者随机选取 10 名大学生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访谈主要

围绕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意义和作用等问题的了解和看法，大学生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感受，大学生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理意愿等方面展

开，同时访谈还涉及社会热点事件如“扶老人被讹”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等现实性

问题。访谈完成后，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

同的心理结构，并选取大学生在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典型心理和行为表

现，作为问卷初始条目的来源。初始问卷共包括 26 个题目，采用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的 5 点李克特式计分方式。
3． 预试

为检验问卷编制质量，我们从北京市高校抽取共计 172 名大学生进行预试。对预试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根据高低分组差异是否显著，去掉 3 个差异不显著的题目。对剩余题目采用主成

分分析方法、方差最大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共同度小于 0． 3、因素载荷小于 0． 4 和特

征根值小于 1 的项目予以删除，共删除 5 个题目。另外，我们还就题目表述的准确性邀请有关

专家( 心理测量教授 2 人) 和社会心理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3 人进行了把关，并对有关题目的

表述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剩下的 18 个题目形成了我们正式的调查问卷。
4． 正式施测

调查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抽取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首先，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随机抽取 6 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普通高

校。然后，按照整群取样的方法，选取了数 10 个专业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作为调查的对象。以

班为单位对样本进行集体施测，当场作答，现场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1 196份，回收有效问卷

1 126份，有效回收率 94． 1%。其中，男生 441 人占 39. 2%，女生 683 人占 60. 8% ; 大一年级 577
人占 51. 2%，大二年级 277 人占 24. 6%，大三年级 254 人占 22. 6%，大四年级 18 人占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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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信度和效度是衡量测量工具编制质量的重要指标。通过信度检验发现，问卷的总的内部一

致性信度为 0． 91，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 0． 80 － 0． 89 之间; 问卷总的分半信度为 0． 89，

问卷信度优良。通过效度检验发现，各分维度得分与问卷总得分的相关系数在 0． 85 － 0． 86 之

间，相关较高; 而各分维度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 55 － 0． 64 之间，处于中等相关水平，说明问

卷的结构效度良好。优良的信度和效度，保证了测量工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三、研究结果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心理结构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方差极大斜交旋转对调查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在保证特征

根取值大于 1、共同度大于 0． 3、因素载荷值不小于 0． 4 的情况下，根据碎石图判断抽取 3 个因

素是较为合理的，累计方差变异解释量达到 55． 68%。因子一主要涉及从认知层面，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地位、作用、价值及个人意义的认识和认可，因此命名为认知认同; 因子二主要涉

及从情感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及其作用和价值的情感接受和内心接纳，因此命名

为情感认同; 因子三主要涉及从行为层面，个体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和指引做出行为

的意愿以及面对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情境时个体的行为反应，因此命名为行为认同。从因

子分析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包含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

同三个维度，该结构与之前的理论分析一致，进一步证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三因子

结构。
2．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特点

( 1) 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度中等偏高

计算所有调查对象在调查问卷所有条目上的得分均值，发现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总体认同度均分为 3． 69，基本处于中等偏高的认同水平( 满分 5 分) 。进一步从认知、情
感和行为三个层面，分别计算调查对象在三个因子上所有条目的得分均值，发现当代大学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度最高( M = 3． 94 ) ，认知认同度居中( M = 3． 81 ) ，行为认同度

最低( M =3． 33) 。
( 2) 不同群体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差异

性别差异: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以及各心理层面的认同分别进行性别的差异

检验，结果发现，除了行为认同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之外，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总体认同均

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总体趋势均为女生的认同程度显著高于男生( 见表 1) 。
表 1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性别差异

项目
M( SD)

男 女
T

总体认同 3． 62( 0． 65) 3． 74( 0． 56) － 3． 00＊＊

认知认同 3． 72( 0． 71) 3． 86( 0． 63) － 3． 35＊＊＊

情感认同 3． 85( 0． 78) 4． 00( 0． 72) － 3． 30＊＊＊

行为认同 3． 30( 0． 75) 3． 35( 0． 65) － 1． 17

注: * 代表 P ＜ 0． 05，＊＊代表 P ＜ 0． 01，＊＊＊代表 P ＜ 0． 001，下同

年级差异: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以及各心理层面的认同分别进行年级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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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检验，结果发现，不同年级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及各心理层面的认同之

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P ＞ 0． 10) 。
专业差异: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以及各心理层面的认同分别进行不同专业间

的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人文社科类专业大学生和理工农医类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总体认同及各心理层面的认同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P ＞ 0． 05) 。
民族差异: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以及各心理层面的认同分别进行不同民族间

的差异检验，结果发现，汉族大学生和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及各

心理层面的认同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P ＞ 0． 10) 。
政治面貌差异: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以及各心理层面的认同分别进行不同政

治面貌大学生间的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

认同及各心理层面的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P ＜ 0． 01) 。进一步分析发现，除了在情感认同

上，党员( 预备党员) 与入党积极分子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外，在其他类别认同上，不同政治面

貌大学生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见表 2) 。
表 2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政治面貌差异

项目 中共党员( 预备党员) 入党积极分子 共青团员 群众 F

总体认同 4． 11 3． 81 3． 66 3． 48 11． 53＊＊＊

认知认同 4． 17 3． 89 3． 79 3． 59 6． 64＊＊＊

情感认同 4． 32 4． 10 3． 91 3． 68 9． 02＊＊＊

行为认同 3． 86 3． 44 3． 29 3． 19 9． 92＊＊＊

四、分析与讨论

1．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心理结构

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研究对象

看待，这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的深度和精准度，不利于准确把握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特点和规律。究其原因，研究者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概念的科学

界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涵认识不清。基于该不足，本研究从心理学的视角，在对

认同概念准确界定的基础上，编制了科学性较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测量工具，并在实

证数据的基础上，抽取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心理结构。本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整体结构，而是包含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

认同三种不同心理成分的三维结构。这三种心理成分实质上反映了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知、情和行。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认知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

情感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动力，行为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目标。此

外，遵循心理测量学的规范，笔者编制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测量工具，该工具具有较高的

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能够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测量的需要。
2．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特点

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认同度基本处于中等偏

高的水平，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14］，可以互相验证。这说明，经过几年的大力弘扬

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得到了大学生群体的普遍认同。进一步分析，在具体心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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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最高，超过了认知认同，该结果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

发现。已有的研究结果普遍显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最高的是认知认同［15］。本研究

首次发现在大学生群体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已经超过了认知认同，该结果的出

现可能既与大学生群体整体素质较高、分析理解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有关，也与大学生群体接

受到的教育和宣传资源较多，受到的影响更大，因此更容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认同。本

研究还发现，与认知认同和情感认同相比，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认同度明显偏低，

这说明在大学生群体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知行脱节现象。已有的研究也多次发现这种现

象［16］，说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仍然停留在思想意识层面，还没有转化为大学生

真实行为的直接动力和动机，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任务仍然艰巨。
对不同群体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进行分析发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同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总体趋势为女生的认同程度显著高于男生。已有相关研究也发

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程度上，男性青少年显著低于女性青少年［17］。该结果的出现可

能与男女性之间的思维方式差异有关。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男性的思维更接近于“场独立”型，

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男性更倾向于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 而女性的思维更接近于“场依存”
型，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更容易受环境和他人观点的影响［18］。该研究结果也提醒教育工作

者，要重点加强对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培育。本研究还发现，不同政治面貌的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不一样，总体趋势是党员( 预备党员) ＞ 入党积极分子

＞ 共青团员 ＞ 群众。这表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密切相关，

越认同中国共产党并在行动上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就越高。因

此，对大学生群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可以将其与培养大学生对党组织的朴素感情，并

引导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结合起来。

五、对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启示

1． 强化实践养成，努力促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重在知行统一。对于大学生来说，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是最

有效的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参与支教、义工、社会志愿服

务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可以在社会实践中亲身观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他人、集
体和社会所带来的重要作用和巨大改变，同时也可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自我成

长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进而增强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心理学态

度改变的研究也发现，当个体做出了与内心态度不一致的行为时，如果没有其他附加的理由可

以解释这一行为，那么个体就只能通过改变原有的态度来减少自己的不协调感［19］。依据此原

理，直接让大学生参加各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实践活动，即使大学生暂时不认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能逐渐增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最终实现知

行合一。
2． 注重分类引导，重点加强对男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培育

从价值观的形成过程看，个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在个体已有价值观念基础

上经过主动选择重构而成的。因此，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必然受到已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

制约。由于每个个体已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育就不能千篇一律，而应该分类引导，“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研究结果表明，要重点加强对男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培育。应深入了解男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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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存在的思想困惑和难点，有针对性地运用辩论、体验等方式，不断增强男大学生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同。
3． 依托红色文化资源，用红色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文化资源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所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及物质载体［20］。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传统文化的价值，多

次瞻仰西柏坡、中共一大会址、红船等红色教育资源。2016 年在安徽调研时更强调，“革命传统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密切

相关。因此，要有效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可以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发

挥红色文化资源直观、生动，富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作用，增进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和

伟大功绩的了解，增强大学生对党的真挚情感，进而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

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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