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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论域、

问题与趋势

赵志业　张　楠

摘　要：农村党员作为农村的“关键少数”，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以指导其

有效实践，不仅是新时代强化农村基层党建的客观要求，而且对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

开展与实施发挥着重大思想保障作用。目前，关于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主要集

中在相关内涵与规定研究、要素及其有效性研究、过程及其有效性研究、结果及其有效性研

究、环境及其有效性研究等五大论域。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现状分析，目

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即在研究层次上，多事理研究、少学理分析；在研究内容上，多零

散细微、少系统构建；在研究方法上，多经验论述、少科学论证；在研究结论上，多千篇一

律，少精准深描。深化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即在研

究层次上，须学理研究与事理研究并存；在研究内容上，须宏观构建与局部深化并重；在研究

方法上，须科学研究与多样方法相统一；在研究结论上，须普遍适用与典型借鉴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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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同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一

背景下，进行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研究以指导其有效实践，不仅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

建设的需要，也是保障农村党员在乡村振兴战略中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需要。而任何研究都需要对其

研究脉络进行省思，从而为研究的深化提供有价值

的趋势走向。基于此，本研究从论域、问题与趋势

三位一体的结合对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性进行基础性探讨，从而厘清目前关于农村党员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

础上提出进一步研究的趋势。

一、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

究的五大论域

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论域

进行总结和提炼，是进行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

教育有效性研究的前提。在此进行总结和提炼的

理论框架是在遵循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研究

基础上进行一定扬弃后形成的。目前学界关于思

想政治教育结构学说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结

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结构——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思想政治教育结果”“思想政治教育者——

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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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本文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要素——思想政治教

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结果”这一结构学说。但

这一结构学说的一个美中不足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环

境这一因素的考虑与论述有忽视倾向，而思想政治

教育环境对思想结构进行论述。之所以独立的学理

依据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实践中是以一种无时

不在的状态以及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渗透在思想政治

教育要素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并影响思想政治

教育结果。故此，在研究上不能只将思想政治教育

环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中的其中一个加以考

察，而应将其独立出来进行研究。因此，便形成了

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学说的四结构论。同时，任何研

究的起始阶段都离不开对相关内涵与规定的研究，

这是进行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基点。综合以上论述，

本文依据“相关内涵与规定”+“四结构”这一思

路，形成了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五

大论域。

（一）论域一：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相关内涵与规定研究

相关内涵与规定的研究是进行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先导性基础。目前的研究没有

专门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内涵与规定

进行研究，而主要集中在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内

涵、特征和功能意义的研究等方面。第一，农村党

员思想政治教育内涵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思路主

要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移植到农村党员这一特

定群体上。比如，有的研究者认为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是对于整个社会成员实施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农村这个特定领域、在农村党员这个特定社会群

体中的具体实施。”[2]同时，研究者们认为农村党

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既遵循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

的一般规定，又具有其自身特定的规约。但对这一

特定规约并没有深入探讨。第二，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特征研究。研究者们认为农村党员在角色定

位、功能导向、职业特点、思想道德水平等方面与

其他社会大众存在较大区别，因此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有属于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教育性质

先进性、教育内容多样性、教育对象特定性等。第

三，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从研究角度

分析，研究者们多从社会需要的角度论述农村党员

思想政治具有的社会价值，忽视了从个体角度分析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对农村党员自身发展具有的

价值。从价值的具体表现来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巩固党在农村领导

核心地位”“保持农村党员先进性”“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加快农村发展”[3]等。

（二）论域二：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及

其有效性研究

总体而言，在理论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要

素及其有效性包括教育者及其有效性、教育对象及

其有效性、教育目的及其有效性、教育内容及其有

效性、教育方法及其有效性、教育情境及其有效性

等。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对教育目的及其有效性

和情境及其有效性的研究较少，其他方面均以不同

的方式有所呈现和研究。从目前研究进路上讲，主

要是以“理论勾勒——问题表征——对策路径”这

一思路进行研究。

具体而言，第一，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者

及其有效性研究。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者是指对

农村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农

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者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教育者是

否具备及多大程度上具备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

素质。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者的厘定、教育者存在的问题、教育者主体建设路

径等方面。第二，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及其

有效性研究。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顾名思义

就是农村党员这一群体，其有效性表现为是否具有

以及多大程度上具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意识

与意愿和相应知识储备等。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

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的划分、

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素质不足表现、教育对象的思

想政治素质提升路径等方面。第三，农村党员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及其有效性研究。农村党员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中期望传递给农村党员这一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观

念。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效性表现为真理

性、真实性、契合性等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

教育内容的理论构成、教育过程中内容方面的问

题、内容优化对策等方面。第四，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方法及其有效性研究。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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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方法是指在对农村党员进行教育过程中采用的方

式和手段。可以划分为载体层面的方法和操作层面

的方法。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有效性表现为

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所具有的积极

性以及对教育过程中各种要素的适应性。目前研

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方法存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等 
方面。

（三）论域三：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及

其有效性研究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指农村党员思

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之间以及各要素内部构成之间相

互运作的过程。其有效性表现在运作过程中的相互

协调以及运作的合力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程

度。目前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描述。比如有研究者

以河南省新野县为例，对教育过程中内容选定、方

法的应用和阵地的建设进行描述。[4]但总体上的研

究比较浅薄。第二，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

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农村

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机制不健全，在“领导机

制、运行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5]等方面都

需要不同程度的完善。另一方面，研究者对完善其

过程机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对策内容基本围绕领

导机制、运行机制、评估机制、保障机制等方面展

开，论述大都雷同且操作性欠佳。

（四）论域四：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结果及

其有效性研究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结果主要表现为主结果

即与其教育目的实现直接一致的结果、副结果即所

形成的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氛围和出现的新情况

以及新特点等。其有效性就表现为主结果和副结果

所具有的教育性。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主结

果的论述上，即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状况积极面和

不足之处的描述,而且论述层次较为简单与片面。

关于其积极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目前农村党员思

想政治状况基础较好，积极关注并拥护党的基本路

线、方针和政策，具有较高的主体意识、责任感和

认同感，能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方面。[6]关于

不足之处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的论述比较宏观，

主要集中在农村党员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意识

不强、农村党员理想信念弱化、农村党员思想观念

老化等如出一辙的论述。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副

结果并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结果，只是相对于主结

果它较为不直观而已，它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的螺旋式继续开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目

前对其研究基本没有。

（五）论域五：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及

其有效性研究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农村党员

思想政治素养形成和发展、影响农村党员思想政治

教育运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其有效性体现在

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要素、过程和结果的促进

作用。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影响农村党员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环境因素。有研究者从顶层设

计视角指出“思想多元化”“利益市场化”“发展

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社会信息化”[7]等是目

前影响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因素。有的研

究者通过调研从较为微观的视角指出“村级的党风

廉政建设和宗族势力”[8]形成的环境氛围对农村党

员思想政治教育影响最为显著。第二，农村党员思

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研究。研究者们分别从经济

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党风廉政建设和传媒

环境等环境的优化进行论述。

二、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

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研究者们将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这一课题从幕后走向前台，按照“问题—对策”型

体例对其五大论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形成

了一些可供借鉴的思路与结论。这为学界进一步加

强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提供了合理性

基础和资源借鉴。但从整体上看，目前学界研究还

存在诸多不足。

（一）在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层

次上：多事理研究，少学理分析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学理研究，就

是指对这一研究所涉及的观念中的道理进行研究，

这种研究不能通过经验或者事实来证明，只能通过

理念在观念层面进行探究。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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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的事理研究，是指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这一现象的研究，包括对这一现象的状态、过程以

及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机制的研究，事理研究是

从实证经验出发的，并通过实证经验得到说明。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有效性的学理研究只停留在对其概念、特征

与价值的研究上，而且研究结论存在将思想政治教

育相关学理研究随意移植、结论缺乏深度等情况。

对其中涉及的重点学理问题没有进行探讨。比如，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其目的的正

当性与合理性如何体现？我们秉持一种怎么样的理

念开展对农村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这种理念的先

进性在哪里？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群体比

如大学生党员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相比，其共同点

与不同点在哪里？有的研究者从双主体角度出发，

认为农村党员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也是主体之

一，那么，这一主体特有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是

如何形成的？总之，关于其学理研究，有诸多问题

需要进行系统深入探讨。关于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

育有效性的事理研究，是目前研究的主流状态。但

其论述主要遵循事实层面的“现状——问题——原

因——对策”这一思路开展，存在诸多反复与雷同

现象，缺乏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事件和现

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在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内

容上：多零散细微，少系统构建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既需要系统

构建，又需要局部深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系统构建是局部研究的基础，局部研究只有确立在

系统构建的基础上，才可能更加深刻和准确；局部

研究是系统构建的深化，但“也只有经过了整体

的、宏观的关照和探讨而达到的局部的、个别的研

究，才能真正标志研究的深化，否则，它只能是研

究的初始阶段。”[9]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其

进行系统构建。虽然研究者们沿着“理论勾勒——

现状描述——原因分析——对策探讨”这一体例与

思路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但这也只能是一个形式

上的构建，缺乏内容上的系统关照。由于缺乏研究

内容上的系统构建，就导致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学理

不足、逻辑不清、论述不实等问题。在其局部研究

上，由于缺乏系统构建的整体支撑作为研究基础，

在研究内容上就出现零散化、混乱化趋势。比如，

有的研究者就农村党员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地区调

研，由于缺乏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素质的理论构

成把握，其调研结果呈现出琐碎化特征。同时，由

于系统构建的缺场，容易导致局部研究与整体系统

的关系处于虚无状态，其结论由于缺乏系统思考思

维和关系思维而成为虚假结论。比如有研究者对农

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进行研究，指出其载体存

在问题并提出对策，但由于既缺乏对农村党员思想

政治教育载体这一相对微观的系统进行深层次性研

究，又缺乏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农村党

员思想政治教育整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使得载体优

化路径是否真正能、如何能以及多大程度上能提升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便无法可知。 
（三）在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方

法上：多经验论述，少科学论证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方法选

择是衡量研究的科学性与成熟度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恰当直接决定了研究结果的科

学性、可靠性与可参考性。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性研究方法可以划分为传统研究方法、量化研

究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和混合研究方法。“传统研

究方法包括思辨法、经典文献法、经验总结、历史

研究、比较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是以实证研究为

基础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法、问卷法、测量法

等；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为工具对思想政治教育现

象进行解释、建构的研究方法，包括民族志、叙事

研究、访谈研究和个案研究等。”[10]混合研究方法

是主张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中将量化研

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相互融合和补充的一种

研究方法。通过对目前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

性研究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目前对其研究的方法以传统研究方法为主。

有69.01%的论文使用传统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第

二，目前研究者使用传统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时

以经验总结法为主。经验总结法在传统经验法中占

95.92%的比重，而传统研究法的其他方法处于冷场

状态。第三，目前量化研究方法在其研究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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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查法为主。问卷调查法在量化研究方法中的比

重为100%，而且在其具体研究中主要以问卷调查的

发放和百分比统计为主。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种简

单的做法并不能称之为量化研究法，其结果的科学

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第四，目前没有单独使用质

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第五，目前使用混合研

究方法对其进行研究的论文主要是硕博士论文。但

从其研究过程来看，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模式是对

问卷调查的百分统计并辅以谈话内容的摘录，缺乏

混合研究的系统设计、操作与分析。总之，目前农

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粗

糙，其科学性有待加强和提升。

（四）在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结

论上：多千篇一律，少精准深描

任何研究都是要有利于知识的增长与进步的，

同时，不同的知识结论是由不同的认知旨趣决定

的。哈贝马斯在其名著《认识与兴趣》中指出人类

有三种类型的认知旨趣：“其一是‘经验——分析

的科学研究’，蕴含技术的认知旨趣；其二是‘历

史——解释学的科学研究’，蕴含实践的认知旨

趣；其三是‘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研究’，蕴含解

放的认知旨趣。”[11]在这三种认知旨趣下便形成三

种知识结论形态。对于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

性研究而言这三种知识结论形态分别是：一是事实

性知识结论，即关于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某些

现象以及事实的经验知识；二是规范性知识结论，

即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层面的教育行动的

正当性和正确性进行论证的知识；三是批判性知识

结论，即关于分析并批判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各种错误行动和错误观念的知识。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是一项十分

严肃的工程，其研究的知识结论不仅只是学术上的

一种探究，而且直指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

正确性、正当性和有效性。从目前研究结论来看，

主要集中在事实性知识结论这一类型上，即主要是

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状况、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原

因及对策的经验性知识呈现。同时，由于研究内容

缺乏系统性、研究方法缺乏科学性，导致研究结论

不仅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状态，而且研究结论是否科

学精准、是否可以当作一般结论去推广、是否可以

当作典型经验去借鉴，都值得去省思。而关于其规

范性与批判性知识结论则处于弱化甚至空白状态。

三、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性研究的发展趋势

面对目前学界的研究存在的不足，加强新时代

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有效性研究需要对其研究趋势进

行整体把握与展望，从而为具体研究的深入开展提

供必要指导。具体展开分析，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与理论指导的

前提下，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的发展趋势具体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进行深入

研究。

（一）在研究层次上：加强新时代农村党员思

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学理研究与事理研究

第一，根据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具体研究主题的不同，确定不同的研究层次。在对其

进行具体研究过程中，会有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主

题需要探究，这些主题适应的研究层次也存在很大差

别。比如，对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成因、过程、机制的理解，就需要在事理上对其进行

深入研究。但涉及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

性观念、目的、行动的价值正当性等问题时，就需

从理性思辨的角度去论证，即需要学理层面的研究。

第二，在特定情形下，需将学理研究与事理研究进行

结合。首先，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

具体实践过程在其背后都是有特定观念进行支撑的。

单纯从具体环节或事情入手也许并不能了解具体环节

或事情本身，这就需要从学理的观念层面进行辩理从

而形成对具体环节与事情的判断。同时，在新时代农

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践过程中会出现有效性

提升效果不佳等不良现象，这也可能是在具体实践过

程中所遵循的理念存在一定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仅

分析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要分析其所遵循

的理念是否正确与恰当。其次，对新时代农村党员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进行事理研究，也可以推动其学

理研究的不断深化。这主要体现在对其事理研究所得

出的判断和结论，可以修正或补充其学理上的认识。

第三，学理研究与事理研究最终指向新时代农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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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践。不论是学理研究还是事理

研究，其研究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即新时代农村党

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践的改善。其学理研究是要

用道理来规范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

践，从而使其达到实践理念上的良善。其事理研究是

要用事实来指导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

实践，从而使其达到实践操作上的实效。

（二）在研究内容上：进行新时代农村党员思

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宏观构建与局部深化

第一，加强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

性研究的宏观构建。依照理论、历史与实践相统一

的逻辑，在理论研究上，深入分析新时代农村党员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理论构成；在历史研究上，

深入分析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经

验借鉴；在实践逻辑上，深入分析新时代农村党员

思想政治有效性现状、成因及路径；最终形成由理

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之间相互确证的系统

闭环。第二，深化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

效性研究的局部重点。这里所言的局部重点可以从

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展开。在宏观层面上

的局部重点表现为对其进行系统构建过程中的每一

部分涉及的重点进行研究。比如，在理论逻辑上对

理论构成进行研究时，遵循有效要素、有效过程、

有效结果与有效环境这一形式逻辑的同时，避免对

这一形式逻辑的简单套用，重点深描与农村党员及

其思想政治教育特征相符的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有效性理论构成。在中观层面的局部重点表

现为对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整体研

究中的部分进行研究。比如，可以对习近平关于新

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论述开展研究，

也可以对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要素或

者要素的每一部分开展独立研究，等等。在微观层

面的局部重点表现为既可以以某一地区的农村党员

为对象开展具体研究，也可以对新时代农村党员思

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具体某一突出问题如农村党员

精神世界的构成、部分农村党员贪污腐败问题等开

展具体的研究。第三，实现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有效性研究内容之间的协调统一。不论是宏

观构建还是局部深化，都要实现其研究内容之间的

相互关照。在进行宏观构建的同时，要突出重点难

点；在对相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局部深化研究时，要

理解此研究在整个研究谱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

实现宏观构建与局部深化相统一。

（三）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新时代农村党员思

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方法科学性与多样性

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这

一课题，从大学科属性分析，它兼具社会科学与人

文科学的特性。这就要求对其进行研究时，既体现

人文情怀，又要具有科学性，这继而要求之一就是

对其进行研究时要采用一套严格的科学方法，从而

保证能够生产出科学有效的结论以指导其实践。同

时，我国农村党员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各方面原

因其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这就要求在采用科学研

究方法时，不能简单化一，而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

体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而言，要做

到以下四点：第一，加强思辨研究方法应用的力

度。正如有学者所言：“哲学思考是必要的，但不

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全部，而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前

提。”[12]加强思辨研究方法在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

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中的应用，不仅是凸显人文关

怀的需要，而且对研究的开展具有不可取代的作

用。一方面，利用思辨研究方法可以澄清相关概念

以及构建框架和关系，从而使模糊杂乱的思想变得

更为清晰条理；另一方面，利用思辨研究方法可以

为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提供发散性思维方式，从而

提出更多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假说，丰富了这一

课题的相关理论。第二，加强量化研究方法应用的

广度。采用量化研究方法对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

治教育有效性进行研究，不能仅停留在问卷百分比

之一水平。一方面，这一研究会涉及诸多子问题，

根据不同的子问题采用不同的量化研究方法。另一

方面，在应用量化研究方法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时，不仅要遵循其逻辑过程，而且在问卷设计、样

本选择、模型选定等方面都要进行严格把关并科学

应用。第三，加强质性研究方法应用的深度。目前

应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有效性研究中的应用仅停留在简单访谈并作为陪衬

的阶段，因此要加强质性研究方法在这一研究中的

应用深度。质性研究方法对“是什么”以及“如

何”之类的问题有其研究的特效所在，故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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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加强对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

教育有效性中的“是什么”以及“如何”之类的问

题进行深入研究。第四，加强混合研究方法应用的

强度。正如前文所言，农村党员及其思想政治教育

呈现同质性与异质性并存的特征，与其他对象群体

相比，此研究的复杂性更为明显。这就需要在必要

时候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在混合研究

方法应用上，注重内部不同方法之间的适恰性、协

调性和目的统一性。从而使整个研究形成一个逻辑

严谨的“理论论证——实证佐证——结论确证”闭

环，最终使理论研究结论、历史研究结论和实证研

究结论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完善和证明。

（四）在研究结论上：深化农村党员思想政治

教育有效性研究的结论普遍性与典型性

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的

一切结论都是要指向其有效性实践，即对新时代农

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或

操作性意义。这就要求其研究结论不仅要有能够被

采纳推广的普遍适用性，也要有对具体实践过程的

开展具有引领作用的典型借鉴性。新时代农村党员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结论是以知识形态呈现，

具体而言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强化规范性

知识结论的价值引领性。这就要求其规范性知识结

论一方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指引，凸显其政治上的正确性与先进性，另一方

面要与最前沿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进行对话，使

其知识结论在符合农村党员及其思想政治教育特

质的基础上具有前沿性，最终实现其结论的价值引

领性。其次，深化事实性知识结论的精准性。这就

要求事实性知识结论不能只停留在缺乏科学的数据

进行证明且结论千篇一律的理论假设上，而是要根

据具体问题采用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最终得出对

实践有价值的知识结论。最后，增进批判性知识结

论的科学性。在具体的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

育有效性实践中，必然存在各种错误行动和错误观

念，它们对具体的实践起到阻碍作用。这就要求在

其研究中，加强对这些错误行动和错误观念进行分

析和批判的力度，形成科学的新时代农村党员思想

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批判性知识结论，从而对其有

效性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

尤其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建设，从而为乡村振兴

战略的顺利实施与开展提供坚实的基层党组织保

障，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本研究从思想

政治教育有效性视角对农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

性研究的论域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农

村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存在的问题与进一

步研究的趋势，对于深化与发展新时代背景下农村

党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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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Rural CPC Members in the New Era: Fields, Problems, and Trend

ZHAO Zhiye    ZHANG Nan

Abstract: Intensive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rural CPC members, or the “key minority”, 

aims at guiding the effective practice of th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not only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ening rural 

primary-level party construction, but also a powerful ideological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urrent studie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rural CPC members mainly focus on five 

fields, namely, relevant connotations and regulations, element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process and its effectiveness, results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environment and its effectiveness. Those studies are conducted more practically than academically, more specifically 

than systematically, more empirically than scientifically, and more generally than precisely when it comes to conclusion. To achieve 

mor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rural CPC members, researchers must integrat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levels, macroscopic and particular content, scientific and varied methodologies, universal and targeted 

conclusions.

Key words: rural CPC memb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ield; problem; tr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