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深入了解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是精

准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重要前提，但目前还缺乏相关方

面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本文依据2020年12月对北京市9所高校大学生所做

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可分为基于对制度理念、制度

结构、制度效能、制度定位的优势和制度的情感归属而分别产生的合法性认

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现实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大学生对新型政

党制度认同处于较高水平状态，与2011年相比提高了25个百分点。制度显

著优势认同、公平感和抗疫成功归因是正向预测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重要

中介变量，同辈群体因素和制度比较优势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显著，家

庭教育因素和学校教育因素的间接效应明显。汇聚多元主体增强制度认同

合力、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促进制度认同转化、突出制度公平夯实制度认同之

基，是精准提升新时代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大学生 新型政党制度 认同 制度理念 制度结构

一个国家的公民尤其是年轻公民的政治制度认同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重要的

现实意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

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命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新型政党制度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挖掘其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

理能力的提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

根本的竞争［2］，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

发难［3］。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摒弃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中的西方偏见，正确认识

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进而增强人们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对坚定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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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新型政党制度”自提出以来，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整体上看，研究者们主要聚焦于

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内涵、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文化基因与历史脉络、鲜明特质

与独特优势、理论意义与实际意义、发展路向与完善举措［4］。在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上，有学者

提出了在利益代表上体现的“人民性”、在政党关系上体现的“合作性”和在决策功能上体现的

“民主性”［5］；有学者提到了其发挥共识政治、强调合作政治、体现人民政治的好处［6］；也有学者

从制度发展历程彰显的规律性、结构与功能的科学性、运行的合理性和国家治理绩效的有效性

阐明政党制度优势的来源［7］。这些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基本聚焦在政党制度本身的理论

分析上，缺乏对政党制度认同的关注。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

题，引导大众更深入了解政党制度的优势、意义和价值，把握大众的政党制度认同状况，是新型

政党制度研究的题中之意。

在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理论研究上，已有研究成果或以政治认同的研究视域出现，或以政

党认同的主题呈现，或见于制度认同的相关研究中，缺乏系统性。在实证研究方面，笔者2011

年从情感归属和价值性评价两方面对北京市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展开调

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对政党制度的情感归属又称

情感性认同，包括去个性化情感认同、吸引性情感认同和批判性情感认同；对政党制度的价值

性评价操作化为合理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8］。这一对政党制度认同的

研究，实际上从“政党制度”的内在逻辑对其进行价值性评价和从“认同”的逻辑探析对其产生的

情感归属，既有一定的学理探究又有一定的现实观照，对本次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新

型政党制度”提出之后，政党制度认同要结合新时代对其优势的总结赋予新的内涵，在价值性评

价方面着重阐释其所具有的制度理念优势、制度结构优势、制度效能优势和制度定位优势。

制度理念优势。制度理念反映了制度的内在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9］民主是社会

主义的生命，也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理念，它新就新在“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

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10］。这是新型政党制度所追求民主的真实性、具体性

的表现。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属性，必然以民主为其所追求的制度理念，否则将失去

其合法性基础。因此，基于民主这一制度理念优势的认同可称之为合法性认同。

制度结构优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

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11］。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必须依托相应的制度与程序，新型政党

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

主化”［12］。制度性、程序化、规范化得益于新型政党制度在党的领导、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

结构设计的优势上。这一结构设计保证新型政党制度在运作过程中按照既定程序操作，凸显

制度的规范性、合理性。基于制度结构优势的认同可以称之为合理性认同。

制度效能优势。制度效能即制度产生的实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协调关系、维护稳定等方面发

挥了独特作用［13］。它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式“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

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14］，进而将这些独特作用转化为治理效能，对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实效。基于制度效能优势的认同可称之为实效性认同。

制度定位优势。制度定位即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凸显制度的“中国特色”。世界上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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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

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5］。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都是独特的［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要茁壮成长，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只

有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制度才是有生命力、有优势的制度。基于制度定位优势的认同可以称之

为现实性认同。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17］。作为新时代青年，大学

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状况关系着“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重要教育问题。笔者对政党

制度认同的研究结果至今已近十年，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以来大学生对其认同状况如何？近十

年来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有何变动趋势？影响当前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因素有哪

些？其作用机制如何？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拟通过实证调查研究想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二、资料与测量

本文数据源于2020年12月对北京市9所高校开展的问卷调查，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国青年政

治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共发出调查问卷1068份，回收问卷971份，有效问卷968份。其中，男生占

46.3%，女生占53.7%；共青团员占79.6%，党员占14.2%，普通群众占6.2%。本科一年级到四年级

的比例分别为31.6%、23.3%、13.8%、7.1%，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为24.2%。

（一）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测量

本研究对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测量，主要参考笔者2011年设计出的大学生政党制

度认同量表，同时结合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新时代内涵，将大学生对中国政党制度认同操作化

为五个维度：情感性认同、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其中，情感性

认同又操作化为去个性化情感认同（包括我国政党制度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等3个指标），批判

性情感认同（包括如果我批评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出于爱等3个指标）和吸引性情感认同（包括

我国的政党制度让我感到愉快等3个指标），共9个指标。合法性认同，即基于制度理念优势而

产生的认同，操作化为该政党制度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等3个指标。合理性认同，即基于制度

结构优势而产生的认同，操作化为该政党制度可以有效遏制腐败泛滥等2个指标。实效性认

同，即基于制度效能优势而产生的认同，操作化为该政党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代表全

体人民的政党等3个指标。现实性认同，即基于制度定位优势而产生的认同，操作化为该政党

制度符合现在的中国国情等3个指标。

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主要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用1－5分分别表示非常反对、有点反

对、说不清、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根据大学生回答每个指标的状况计算得分。最终通过公式

（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100将每个指标的得分从1－5分转化为0－100分的取

值范围。比如大学生在其中一个指标选择“比较同意”记为4分，通过公式转化后的分数就是

（4－1）/（5－1）×100=75分。

为验证指标设计的合理性与准确性，用SPSS进行项目分析和信度分析可知，情感性认同、

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922、0.851、0.748、

0.830和0.787，具有较高信度。利用AMOS软件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度系

数CMIN/DF=4.076，TLI=0.962，CFI=0.971，GFI=0.943，RMSEA=0.055，均处于合理的区间。数据

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笔者2011年对政党制度认同的维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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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因素的测量

为进一步探析影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主要因素，本研究以性别、年级（分为本科

生和研究生）、政治面貌（分为群众与党团员）等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女生=

0，男生=1；本科生=0，研究生=1；群众=0，党团员=1）。同时，设计了家庭教育因素、学校教育因

素、同辈群体因素、大众媒介因素、制度比较优势、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公平感、抗疫成功归因等

作为自变量（包括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

家庭教育因素。主要通过父母的政治态度测得，分别设计了两个指标：“父亲对政治的态

度充满正能量，非常主流”和“母亲对政治的态度充满正能量，非常主流”。其中，回答“完全符

合”“基本符合”“说不清”“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1分，将这两个

指标相加后求平均数获得“家庭教育因素”。

同辈群体因素。主要通过身边同学和朋友的政治态度测得，分别设计了两个指标：“我身

边的大多数同学充满正能量”和“我最要好的同学或朋友充满正能量”，具体记分方式与家庭教

育因素相同。

学校教育因素。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的上课态度测得，共设计四

个指标：“我所在学校的思想品德课或政治课老师充满正能量”“我所在学校的思想品德课或政

治课老师在讲课时充满感染力”“我所在学校的专业课老师充满正能量”“我所在学校的专业课

老师在讲课时充满感染力”。其中，回答“完全符合”“基本符合”“说不清”“不太符合”“完全不

符合”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1分。该因素得分由上述四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学校

教育因子”获得，共解释75.369%的变异量，KMO系数为0.805。

大众媒介因素。主要通过大学生接触媒体状况测得，从大学生对国外媒体的接触情况进

行指标设计，让大学生回答“我经常看国外英文网站的新闻信息”的基本情况，回答“完全符合”

“基本符合”“说不清”“不太符合”“完全不符合”分别记为5分、4分、3分、2分、1分。

制度比较优势。主要通过大学生对中外国家制度显著优势比较测得，共设计两个指标：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美国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和“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与新加坡相比具有显著优势”，记分方式与家庭教育因素相同。

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主要通过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显

著优势认同测得，这十三个显著优势源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得出。本研究在指标设计

上让大学生回答这十三个显著优势的发挥程度，回答“非常充分”记5分，“比较充分”记4分，“说

不清”记3分，“不太充分”记2分，“很不充分”记1分。该项因素由上述十三个指标进行因子分

析抽取“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因子，共解释60.147%的变异量，KMO系数为0.953。

公平感。主要通过大学生对当前社会不公平感测得。共设计七个指标，分别为因性别、年龄、学

历、职业、贫富、家庭出身、户籍而造成的不公平，回答“非常不明显”记1分，“比较不明显”记2分，“说

不清”记3分，“比较明显”记4分，“非常明显”记5分，通过反向计分测得大学生对每个指标的公平感。

通过上述七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抽取“公平感”因子，共解释55.719%的变异量，KMO系数为0.846。

抗疫成功归因。主要通过大学生对抗疫成功的原因分析测得。围绕十个原因共设计十个

指标，分别为：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

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举国同心、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

固防线，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崇德向善、担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强，广大医务人员舍生忘死挽救

生命，青年一代勇于担当、积极奋斗在抗击疫情第一线，坚实国力、产业链完整、基建能力强、物

资有保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有效利用了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等技术，生命至上、

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精神支撑。认可一个原因记为1分，不认可记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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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该因素得分由十个指标的得分相加获得。

三、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基本状况

整体上看，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总分为85.58分，处于高水平认同状态。其中，现

实性认同最高，之后依次为合法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和情感性认同。

现实性认同为89.39分，反映了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定位的优势有正确的认识，肯定了新

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国土壤的重要性，认可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所具有的生命力。

分别有93.5%、94.1%和93%的大学生赞同“该政党制度符合建国初期的中国国情”“该政党制度

符合现在的中国国情”和“与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相比，该制度更适用于现在的中国”。

合法性认同得分为88.62分，说明民主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理念的优势为大学生所高度认可。

分别有94%、90.6%和90.1%的大学生赞同“该政党制度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与西方的两党制和

多党制相比，该制度更能推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该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实效性认同得分为88.39分，体现了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所产生的制度效能及其优势给

予积极评价。分别有94.1%、91.1%和89.6%的大学生赞同“该政党制度能让中国高效率应对挑

战、机遇和突发事件”“该政党制度保证了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该政党制度使得

中共成为一个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党”。

合理性认同得分为83.74分，说明大学生已能够较为深入地认可新型政党制度在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这一结构设计的合理性，肯定其能够以公正、透明的程序来保证制度有效实施。分

别有79.1%和89.2%的大学生赞同“该政党制度可以有效遏制腐败泛滥”和“该政党制度能够保

证各民主党派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情感性认同得分为82.6分。其中，吸引性情感认同为86.74分，分别有84.5%、93.7%和

89.7%的大学生赞同“我国的政党制度让我感到愉快”“我认为自己是支持我国的政党制度的”

和“我很高兴自己是支持中国的政党制度的”。批判性情感认同为82.37分，79.7%的大学生赞

同“如果我批评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出于爱”；81.7%的大学生认为“如果我反对我国政党制度

中的一些问题，也是希望该制度能更加进步与完善”；86.1%的大学生认为人们应该支持我国的

政党制度，即使该制度现在还存在一些问题。去个性化情感认同为78.56分，75.5%的人认为

“有人批评我国的政党制度时，我感到像在批评我一样”；68.9%的人提到“我国政党制度的成功

就是我的成功”；82.6%的人认为，“当我谈到我国的政党制度时，我会用‘我们的制度’”。

对比笔者2011年的研究结果发现［18］，大学生对中国政党制度认同在近十年有了显著的提

升，整体认同得分由原来的60.25分提升到85.58分，提高了25.33个百分点。合理性认同得分

提升最快，由原来的55.61分增加到83.74分；其次为情感性认同，由原来54.61分增加到82.60

分；紧接着为合法性认同，由原来的61.22分增加到88.62分；之后为实效性认同，由原来的

62.30分增加到88.29分；最后为现实性认同，由原来的67.52分增加到89.39分。整体上看，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十年来发挥的效用有目共睹，其在制度理念、制

度结构、制度效能和制度定位的优势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所理解、认识与认可，并逐渐内化为

他们对制度的认同。

（二）影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因素

为探析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影响作用，分别进行如表1中模型一、模型二与模型三的多元

回归分析。模型二与模型三的分析是为了重点探析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在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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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由表1所呈现的分析结果可知，在模型一中，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在性别、年级

和政治面貌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男生（86.37分）的政党制度认同要高于女生（84.91分）；研究

生（88.74分）的政党制度认同要高于本科生（84.59分）；党员、团员的政党制度认同（85.99分）要

高于群众（79.83分）。

模型二是在控制性别、年级和政治面貌后，尚未加入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多元回归分析结

果。家庭教育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5）、同辈群体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30）、学校

教育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84）、制度比较优势（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08）、公平感（标准化

回归系数为0.137）和抗疫成功归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5）显著促进了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

度认同，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尚未起到显著影响。家庭教育因素中，父母政治态度得分排序在

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81.05分）要低于其他学生（90.64分）；同辈群体因

素中，身边同学和朋友的政治态度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

（79.53分）要低于其他学生（90.36分）；在学校教育因素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专业课

教师充满正能量和感染力的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78.69分）

要低于其他学生（88.92分）；在制度比较优势中，认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美国、新

加坡相比具有显著优势的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78.03分）要

低于其他学生（91.01分）；在公平感中，那些公平感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

党制度认同（82.34分）要低于其他学生（86.56分）；在抗疫成功归因中，那些对抗疫成功归因的

得分排序在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80.50分）要低于其他学生（87.34分）。

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加入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作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同

辈群体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2）、制度比较优势（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92）、公平感（标准

化回归系数为0.076）和制度显著优势认同（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89）均显著促进了大学生的新

型政党制度认同，家庭教育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和抗疫成功归因对大学

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并没有呈现出直接的显著性影响。那些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得分排序在

靠后面25%的大学生，其新型政党制度认同（71.98分）要低于其他学生（90.08分）。

表1 影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控
制
变
量

自
变
量

R2

F

注：*、**、***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0.05、0.01、0.001。

性别（男生=1，女生=0）

年级（本科生=0，研究生=1）

政治面貌（群众=0，党团员=1）

家庭教育因素

同辈群体因素

学校教育因素

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

制度比较优势

公平感

抗疫成功归因

制度显著优势认同

模型一

Beta

0.077*

0.131***

0.101**

0.032

9.968***

模型二

Beta

0.034

0.040

0.081**

0.115***

0.130***

0.084*

0.028

0.308***

0.137***

0.105***

0.374

51.514***

模型三

Beta

0.028

0.057*

0.050*

0.055

0.102***

0.003

0.030

0.192***

0.076**

0.041

0.489***

0.543

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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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式与作用机制，本研究将公平感、抗疫成功归因和

制度显著优势认同这三个具有更深层次性的社会心理变量作为中介变量，用AMOS统计软件做

路径分析。在路径分析过程中，考虑到制度显著优势认同与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之间、制度显著

优势认同与抗疫成功归因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故分别建构非递归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与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非递归模型没有得到有效检验，制度显著

优势认同与抗疫成功归因之间的非递归模型也没有得到有效检验。最终分析结果如图1所

示。具体影响系数见图1和表2。

家庭教育因素

制度比较优势

同辈群体因素

学校教育因素

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

制度显著优势认同

公平感

抗疫成功归因

新型政党制度认同

.29
.11

.18

.12

.11

－.22

.13

.16

.10

.21

.05 .07

.13

.14
.52

.54

11

.27

.51

.52

.60
.26

.38
.13

.55 .10

.48

.06

e4

e2

e3

e1

CMIN/DF=2.347

CFI=0.993

TLI=0.975

IFI=0.993

RMSEA=0.036

图1 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影响因素路径分析

表2 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路径分析结果（标准化系数）

自变量

制度显著优势认同

制度比较优势

同辈群体因素

公平感

学校教育因素

抗疫成功归因

家庭教育因素

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

直接影响

0.519

0.210

0.132

0.069

0

0

0

0

政党制度认同

间接影响

0

0.167

0.015

0.059

0.104

0.071

0.059

-0.016

综合影响

0.519

0.376

0.148

0.129

0.104

0.071

0.059

-0.016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影响作用最大，是最为关键的中介变量。

在众多自变量中，制度显著优势认同的综合影响系数最大，为0.519。这一结果反映了制度

显著优势对制度认同具有基础性作用，也说明了制度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制度比较优势影响作用次之，综合系数为0.376；之后依次为同辈

群体因素、公平感、学校教育因素、抗疫成功归因、家庭教育因素和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综

合系数分别为0.148、0.129、0.104、0.071、0.059和－0.016。在三个中介变量中，公平感和抗疫成

功归因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弱，它们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强化也需要依赖于制

度显著优势认同。

二是同辈群体因素和制度比较优势影响路径较为复杂。作为外生变量，同辈群体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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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比较优势既直接（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132和0.210）又间接（间接影响系数分别为0.015

和0.167）地影响了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同辈群体因素对制度显著优势

认同的路径依赖，需建立在公平感基础之上。制度比较优势以公平感、抗疫成功归因和制度显

著优势认同为中介，进一步增强了新型政党制度认同。

三是家庭教育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和国外英文网站接触度的间接作用明显。家庭教育因素

和学校教育因素通过制度显著优势认同这一中介变量间接促进了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

（影响系数分别为0.059和0.104）。大学生接触国外英文网站，会对抗疫成功归因产生消解作用

（影响系数为－0.22），进而间接地降低了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影响系数为－0.016）。

四、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依据对北京市9所高校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结果，重点回答了新时代大学生对新型

政党制度认同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一方面包括由

情感归属产生的情感性认同，另一方面包括对制度理念、制度结构、制度效能和制度定位四方

面优势的价值性评价分别产生的合法性认同、合理性认同、实效性认同和现实性认同。大学生

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处于较高水平，他们认可民主作为制度理念的真实性，充分肯定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这一制度结构设计的合理性，积极评价制度所带来的治理效能，正确认识制度植根

于中国本土的重要性。大学生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情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们对新型政党制

度的“爱”既表现为较为感性的吸引性、去个性化情感，又表现为高度理性的批判性情感。在影

响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各种因素中，制度显著优势认同是作用最大的中介变量，公平感

和抗疫成功归因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效应。制度比较优势和同辈群体因素是影响力较大的两

个外生变量，家庭教育因素和学校教育因素间接影响显著。接触国外英文网站会消解抗疫成

功的正确归因，进而对新型政党制度认同产生负面作用。

依据上述研究发现和结论，笔者认为，精准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坚定

制度自信，具有以下三条路径：

一是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增强制度认同合力。新型政党制度的认同基于人们对其优

势的深入理解，这需要依赖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家庭、学校、大众媒介和同辈群体理应是

增强大学生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重要主体，但在本次研究中发现四者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

挥。对此，需要进一步协同家庭、学校、大众媒介和同辈群体等多元主体对增强新型政党制度

认同的合力作用。其一，倡导家庭在家风构建中关注政治、关心政治，推动家庭政治参与生活

化，激活家庭教育因素的代际传递作用。其二，重视政治教育、制度教育在高校思政课教师、专

业课教师和辅导员培训中的分量，提升高校教师的政治素养。同时，以教改项目、教学比赛等

方式推动教学改革，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向作用。其三，加强大众媒介管

理，警惕国外媒体带来的负面作用。提升舆论引导能力，鼓励大众媒介从业者提升自身媒介素

养，在优化政治传播内容、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方式、净化传播环境等方面下功夫，进一步

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其四，聚焦于大学生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培育，学校可以通过日常教

学设计与活动安排增强大学生的媒介选择力、信息鉴别力和政治敏感度。

二是建构制度优势话语，促进制度认同转化。本研究证实了制度显著优势认同对大学生

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话语是实现认同转化的重要载体，着力制度优势的

话语体系构建，包括对政党制度、政治制度优势的话语体系构建，是打破西方政治理论话语霸

权、推进政治制度显著优势在大学生群体中宣传教育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制度认同实现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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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思路。其中，要构建好制度优势的政治宣传话语、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其一，政治宣

传话语是新型政党制度认同的核心内容，政治宣传话语源于经典著作、领导人讲话、党和政府

的文件等，注重权威性与准确性。增强大学生的制度认同，需要在面向大学生的政治宣传话语

中坚持话语的准确性与动态性，用事实说话，围绕优势的具体表现，阐明具有可信度的制度优

势话语。其二，学术话语为增强政党制度认同提供学理支撑与解释框架。增强大学生的制度

认同，需要在学术话语的建构过程中结合大学生的实际，坚持真理性与创造性，做好制度优势

的理论阐释。围绕有何优势、何以优势，阐明具有说服力的制度优势话语。其三，生活话语为

政党制度认同提供多样的话语类型。生活话语具有开放多元、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等特点。增

强大学生的制度认同，需要在生活话语构建中，面向大学生日常生活汲取通俗易懂的表达素

材、借用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阐明具有可传播性的制度优势话语。

三是突出制度效能的公平性，夯实制度认同之基。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人民主体的价值取

向，在利益上体现着人民性，其制度优势最终都要反映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增强人

民获得感的制度效能上。对个体而言，制度效能对人民获得感的增强是建立在人们对其产生

的公平感基础之上。本次研究表明公平感对大学生的新型政党制度认同具有促进作用，也就

是说大学生从制度的效能中越感受到公平，就越能看到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优势，并增强对

其的认同。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次调查中，分别有53.1%、41.4%、72.2%、66%、75.9%、59.7%和

44.8%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因性别、年龄、学历、职业、贫富差距、家庭出身和户籍带来的

不公平感。这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

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19］；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学生由于社会阅历较少，

对公平正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的、片面的认识阶段。因此，围绕公平感的提升，一方面要引导

大学生认识到政治制度还处于完善的过程中；另一方面要引导大学生多看到新型政党制度在

新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公平感与获得感，包括抗击疫情、脱贫攻坚等大政方针、惠民工程所反映

的制度效能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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