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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廉洁文化以廉洁为核心价值，是关于廉洁的理念、习惯、思维方式、制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行

为规范的总和。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诚
信友爱的社会境界在心理上的一种文化反映，内含了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想、合理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的价值评价标
准，具有历史传承性、先进性和时代性等特征。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功能主要有导向功能、教化功能、凝聚功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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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

任、一种义务、一种德行、一种精神追求，也是一种廉洁修身

重要内容，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特征和功能，对于加快社

文化；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从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来说，廉

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

洁是光荣、是荣誉、是赞许，要求社会成员不仅自身要做到不

的社会文化氛围，对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

行贿受贿、不奢侈浪费，而且在处理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

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时，以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为己任，以方便他人为前提，淡泊

一、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内涵

名利，公道正派，克己奉公，保持廉洁行为； 社会主义廉洁文

“廉洁”即公正不贪，清白无污，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

化对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管理者来说，廉洁是一种职业道

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洁是廉的内在动力和

要求为政者和公共事业管理者修身明德，恪守宗旨，执政
德，

精神支柱，廉是洁的外在表现和文化影响。廉洁既是个人在

为民，形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廉洁从政

工作与生活中的自我修养问题，也是个人在利益面前所表现

氛围；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对社会来说，廉洁是一种社会文化

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廉洁文化以廉洁为核心价值，是关于廉

规范，要求社会成员培养廉洁理念，树立廉洁意识，廉洁从

洁的理念、习惯、思维方式、制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

业、廉洁从教、廉洁从医，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廉

式、行为规范的总和。自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腐败就

洁氛围。通过每个社会成员对廉洁的追求，形成一个廉洁、

开始出现在人类社会中。为对抗腐败，各个时期、各个朝代、

和谐的社会。

各个国家都倡导为政者不贪、不占，修身明德； 为民者诚信、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必须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

节俭，廉洁修身，由此促进了廉洁文化的发展。由此可见，社

群众，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培育和发展

会主义廉洁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史，又根植于

廉洁文化，使廉洁成为每个人的立身之本，每个家庭的立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社会主义精神文

之本，使廉洁文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引导社会成员积

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两大文化领域，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

极参与廉政监督、抵制腐败文化以及腐朽落后的文化对社会

的基本特征。因此，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与

的影响，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社会“以廉为荣、以廉为美、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适应的廉洁理念、制度、价值取向、

廉为乐”的廉洁文化的影响下，培养自身的廉洁行为习惯，使

行为规范的认同、接受、遵循和弘扬，是对与社会主义廉洁理

廉洁成为一种文化自觉，一种价值追求，使中华传统廉洁文

论相对应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总概括。

化不断发扬光大，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发展［1］。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公平正义、安定

二、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特征

有序、诚信友爱的社会境界在心理上的一种文化反映，内含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

了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想、合理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的价值评价

社会主义廉洁思想和廉洁精神为核心内容，以廉洁制度为保

标准。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对于个人修身养性来说，是个人操

以廉洁道德标准为约束力，以文化建设为载体，因而，它
障，

守、品德的基石和必要条件，它使人们认识到廉洁是一种责

除具有文化的一般性特征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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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传承性。在中华民族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

会成员，既有党政管理干部，又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

中，形成了以崇尚廉洁、倡导廉洁、奉行廉洁的理论、制度以

等，这种建设主体的多行业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认知能力

及观念、行为准则和交往方式等，这些价值观念和优良传统

的差异和教育需求的不同，使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内容以及

毫无疑问对现代社会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社会

方式呈现出多层次性特征。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在涵盖社会

主义廉洁文化就是在历代忠君、爱国、诚实、廉洁、民本等观

各个阶层和人群精神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互支

念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评价标准，运用马

持与配合的社会文化系统，为廉洁从政、廉洁从业、廉洁从

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提炼、加工、升华，吸

教、廉洁从医、廉洁修身等营造了良好的道德环境和社会氛

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其成为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

围。因此，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既需要有统一的部署和

内容。这种优秀传统的廉洁文化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广大

要求，也需要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群的职业特点和认

社会成员产生廉洁教化作用，以潜在的规范性影响人们的行

知能力，开展各具特色、有针对性的廉洁文化创建活动，以取

为，推动廉洁社会文化氛围的形成。

得廉洁文化建设的实际效果。

2． 先进性。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

三、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功能

值体系的要求，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反映了当代

反映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

中国先进文化的价值取向。加强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对

代精神，是先进文化与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加强社会主义

于消除消极腐败文化的影响，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

廉洁文化建设，研究探索廉洁文化建设的规律，不断发展中

会文化氛围，建设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作

国特色的廉洁思想、廉洁理论，其目的就是发挥文化在中华

用。

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的熔铸作用，努力营造讲
廉洁、重诚信、守法纪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

1． 导向功能。文化历来对人们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
道德情操具有导向作用。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社会属性也
将使它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以其无形、无

3． 时代性。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我们党在开展反腐败

声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来滋润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在不知不觉

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腐败本身是一

中得到感悟和启迪。尤其是在经济成分多元化、利益主体多

种消极文化现象，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时代特征突出体现在

元化、社会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作为

同消极腐败文化的直接抗争。近年来，一些人在消极腐败文

先进文化、主流文化，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媒

化的影响下，理想信念动摇，价值观念扭曲，美与丑、正义与

体进行传播和流传，通过群众性廉洁文化创建活动，寓廉洁

邪恶被颠倒，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社会上也出现了羡

正气于活动之中，使广大社会成员在获取各种信息的过程

腐、
纵腐的现象。反腐败的斗争，不仅是政治的斗争，也是廉

中，
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

洁文化与消极腐败文化的较量。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反映时

做； 正确区分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非正当性、合法性和违法

代的进步与趋势，它的发展与弘扬必将遏制和消除消极腐败

性，
引导社会成员准确辨识美丑，把握善恶标准，作出正确的

文化对人们的影响。

判断和取舍，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

4． 群众性。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人人参与、全民创建”

2． 教化功能。文化的作用在于教化，在于习惯的培养。

的文化，只有使廉洁文化深入民心，使广大社会成员对廉洁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渗透于社会生

思想、理念、制度、规范等产生高度认同，并使一系列廉洁意

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尤

识成为其精神追求和自觉行动，才能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

其是通过开展寓教于文，寓教于理，寓教于乐的社会主义廉

耻的社会文化氛围，消极腐败思想和腐败文化才无藏身之

洁文化创建活动，不断地把理想信念、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地。因此，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面向整个社会，面向广大

家庭美德等内容传递给人们，使人们在获得知识、享受艺术

社会成员，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以廉洁为核心的价值观，从而

和首创精神，鼓励支持人民群众检举腐败行为，广泛吸纳人

使个人的道德情操、精神追求、思想认识得到全面提升，消除

民群众在廉洁文化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及新内容、新

腐败文化的影响，剔除思想深处的消极成分，筑起拒腐防变

形式，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

的心理防线，形成崇尚廉洁的思想观念和积极向上的人格精

础。

神。

5． 实践性。社会主义廉洁文化重在建设，贵在实践。通

3． 凝聚功能。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廉洁文化建设活动，使廉洁文化以一种无

体系为根本，以崇尚廉洁，抵制腐败为主要内容，是一种先进

形的力量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崇尚廉洁、向往廉洁、羡

的文化体系，把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建设廉洁、文明、和

慕廉洁，把廉洁作为人生的追求，作为自己的行为习惯，说廉

谐的社会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起来，使其接受同一价值理念

洁话，办廉洁事，做廉洁人。因此，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必

的文化教育和培养，从而使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以相同的价

须遵循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适应文化的渗透性特点，突出

值观念、思维模式、精神理念、道德准则而联系起来、聚集起

实践性特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使廉洁文化在

来，使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因同一文化渊源而形成强大的凝

广大社会成员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聚力量，促进社会成员树立廉洁意识，弘扬新风正气。同时，

6． 多层次性。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全体社

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向社会成员灌输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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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理念，使社会成员产生“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共同情感，

6． 监督功能。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廉洁”特殊性和“文

这对于引导社会成员在同一文化氛围的背景下，彼此提醒和

化”普遍性的有机统一，它利用文化建设的形式、载体、阵地

监督，为共同理想、共同利益的实现而保持思想上、组织上的

等资源，向社会成员传播廉洁文化知识，宣传廉洁精神和廉

一致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洁文化传统，使广大社会成员形成廉洁的共识，从而唤起社

4． 规范功能。反腐倡廉需要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等多

会成员的监督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反腐败的斗争中去。

重并举，其中用硬性的制度、规则来约束和制约行为是十分

一方面随着廉洁文化建设的加强，促进人们按照廉洁文化所

重要的一环，具有强制性［2］。而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以崇尚

倡导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价值取向去监督周围人的行为，

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

负起对公共权力行使与运用的监督责任，积极揭露各种侵害

尚为一体，虽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不具有强制性，但它是广

公共利益与他人利益的行为，自觉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因

大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的道德标准，是普遍认同的规则，能够

此，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建立在社会监督基础上的文化，具

起到对行为的自我约束和规范，并能产生积极的、持久的影

有广泛的社会监督功能。

响。一是从思想观念上进行规范。社会主义廉洁精神文化，

7． 价值评价功能。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内含真假、善恶、

以其生动活泼的形式，向社会成员灌输正确的价值理念和道

美丑的评价标准，它赞扬什么、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反对什

德评价标准，使社会成员的行为受到正确的支配。二是从制

么，都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廉洁文化建设的加强，它所内含

度上进行规范。社会主义廉洁制度文化不仅包括党纪政纪

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将逐步被人们所接受，并根植于人们

条规和社会行为规范等制度体系，也包括社会成员对制度体

的内心，影响人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廉洁精神文化可以帮助

系的敬畏感，执行制度的责任感。通过向广大社会成员宣传

人们认识和把握事情的真与假，影响人们的判断选择及其行

党纪政纪条规和社会行为规范的意义和作用，强化社会成员

为方式； 廉洁制度文化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身的法纪意识，

的法纪意识和制度文化素养，自觉执行制度、遵守制度。三

评判自己对廉洁制度、社会规范的遵守是否自觉和坚定； 廉

是从环境上进行规范。社会主义廉洁环境文化，以广大社会

洁行为文化可以帮助人们把握善恶标准，引导人们按照廉洁

成员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舆论宣传平台，形成崇尚廉洁的

文化所倡导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行为，符合的就坚持，

文化环境，发挥潜在的约束和监督作用，规范人们的行为。

不符合的就加以修正，使之符合到廉洁文化的要求上来； 廉

四是从行动上进行规范。社会主义廉洁行为文化是广大社

洁环境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准确辨识美与丑，进而影响和改变

会成员亲身参与创造的一种动态文化，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

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并使之符

情感，而且更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利于促进人

合廉洁文化的要求。

们把恪尽职守、珍惜名誉上升为自觉的行动。

8． 实践功能。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弘扬

5． 激励功能。健康向上的文化对人们的情感、意志能够

一种精神、一种理念，并使其内化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

起到鼓舞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廉洁文化是先进的、健康向

指针，进而在工作、生活的实践中能自觉地表现出廉洁从政，

上的文化，能够激发人的动机，诱发人的动力，使其发挥内心

廉洁从业的行为。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一方面以鲜明的

信念的力量，为实现所追求价值目标而努力。社会主义廉洁

态度批判腐朽文化，以消除腐朽没落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影

文化通过宣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作斗争涌现出来的先

响，增进社会成员对反腐败工作的了解，端正人们对反腐倡

进典型，通过歌颂、弘扬在廉洁文化建设中所形成的廉洁精

廉工作的认识，在全社会培育憎腐崇廉的精神，使反腐倡廉

神，消除腐败文化的影响和对腐败现象的错误认识，强化人

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道德文化基础。另一

们的职业道德责任感、职业道德态度和职业道德理想，鼓励

方面，通过社会成员创建，扩大廉洁文化的影响力，使社会成

和推动人们积极追求廉洁文化的价值目标，廉洁自律，积极

员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理念，使廉洁文化内含

投身于社会主义廉洁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从而激励人们经

的价值观念、道德操守内化为人们廉洁奉公，诚信守法的意

得起名利、金钱和地位的考验，抵制诱惑，保持廉洁，弘扬正

识，
使廉洁成为人们的一种道德信念，一种社会责任，一种文

气。

化自觉，具体落实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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