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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凝聚力
内涵及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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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文化软实力指特定国家的各种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向外部释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应随时

代背景的变化进行科学诠释，从静态构成和动态效果两方面进行衡量。国家凝聚力指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政

党以及民众在理想、目标、利益共同的基础上，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要而产生的内向聚合力与外向吸引力。新

时代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凝聚力之间的内在机理表现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是生成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形成文化认同是生成国家凝聚力的心理基础，其中家庭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石，地域文化或

民族文化对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政策制度与执行效果要保持认同，

而激发文化动力是生成国家凝聚力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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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

议》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具

体内容①。现就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提升综合

国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以切实

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文化软实力内涵解析

文化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界

定。广义的文化泛指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是指精神文明

成果。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去研究文化，则显得

过于宽泛，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入性与透彻

性。如果只从精神领域去解释文化，必然会导

致社会中的许多文化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

释，种种模糊的文化现象只有放在社会物质实

践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说明。当然，无论从

广义还是从狭义去解释文化，都应该与文化生

产力相联系才更具有实用价值。文化概念的解

读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放在特定的语境和特定

的历史阶段去加以解读，离开了活生生的现实

社会去空洞抽象地谈文化价值则显得毫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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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化上的问题不能只从文化本身去理解，

而应深入到形成和产生软实力的经济、政治、社

会、生态中去寻找文化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问题

的良方②。“文化软实力”中“文化”的内涵除了精

神文明和意识形态内容外，还应包括文化基础

设施和文化产业等载体，这与文化软实力建设

的政策内容和思想保持一致性。

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产生的“软实力”只是

一种精神力量，在他们看来，文化产业经济和公

共文化服务设备设施都应该算作“硬实力”；少

数学者甚至把科学技术也归为硬实力。他们过

分在“软”和“硬”的字眼上进行反复琢磨、推敲

和绝然划分是不科学的。当然，不是说软实力

和硬实力可以混为一谈，例如军事、交通运输、

制造业与建筑业、农业生产等，就应该属于硬实

力范畴。文化软实力并不等于文化加软实力，

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产生软实力，只有那些能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先进文化和优秀价值观才能产生软实力。只有

当优秀文化被广泛传播并被主体接受，由静止

的观念形态文化转化为实践形态的文化时，才

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由主体、客体和载体三个要

素共同生成的融合系统。文化主体包括政党、

民间组织、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民众个人等不同

层级，不同层级的主体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国

家作为最高层的主体，对文化软实力具有明显

的主导功能。新时代强调以人民为主体，其在

文化软实力中居于核心地位。文化软实力的客

体是文化主体活动指向的各种受体，如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等。文化软实力的载

体是指传递文化内容并与文化客体相关联的文

化承载物，如新兴媒体和文化设备设施等。

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力是不同的。由于话语

体系与社会政治背景不尽相同，我们所强调的

文化软实力，其落实点不在文化本身。文化力

侧重于文化本身自发产生的力量，而文化软实

力更侧重于通过自为产生的力量。文化资源不

会自然而然地转化成文化软实力，但也不是完

全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活动就能完成转化。除

了需要政府主导以外，它还必须基于国民的自

觉自愿和非强制去改变，需要通过一系列加工、

传播、融合和创新等复杂过程，才能真正成为稳

定持久的文化软实力。通常来说，文化软实力

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

文化成果，主要包含价值观、理想信念、道德观

念、心理情感、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政治文化

等。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容除了包括国家精

神、国家意志、制度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

社会价值观，还指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国内

国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文化软实力最核心的

资源要素是精神文化，因为精神文化是物质、制

度、行为文化的基础和灵魂。中国文化软实力

强调以精神动力为首的社会效益，同时高度重

视文化产业的市场经济效益。这也说明了我国

文化软实力不单单是一种精神动力。

基于文化生成的历史性、社会性，可以从

文化软实力主体国家、区域或社会团体等某个

视阈去深入考察研究③。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

该国文化在国内产生的用来维护和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以及在国际上得到其他国家

认可的影响力，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④。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可以通过民众在

危难之时的行为表现，来判断核心价值观是否

真正深入人心，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

的繁荣发展程度来评判文化软实力。我国不断

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实现人类的道德与正义为

最高目标，对内不断推动文化现代化，对外奉献

共建共享共赢的文化治理理念，积极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文化软实力定义的准确性取决于特定语境

和国家政治背景，只有在比较分析的条件下才

能得出其真正的含义。在新时代，国家文化软

实力体现在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

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文化事业的服务力、国家形

象的亲和力、国际文化的引领力和文化产业的

竞争力等，传递与表达出认同力和影响力。文

化软实力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国体和政

体的不同，往往导致文化软实力呈现的利益倾

向性出现差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

必须始终强调人民利益至上，同时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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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凝聚力内涵界定

关于国家凝聚力的概念界定目前代表性的

观点如下：其一，国家凝聚力指国家中不同的阶

级、民族、政府、党派和民众在共同利益、理想信

仰和情感认同相对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吸引

力和聚合力。其二，国家凝聚力指人民对国家

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模式、民族的创造力、国家

战略的执行力、文化的感召力和国际地位的影

响力等方面的认可度。其三，把国家凝聚力看

成社会凝聚力的进一步升华，在党和国家的领

导下广大民众之间目标一致，聚而不散，共同为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强大团结力。有的学

者综合近年来对国家凝聚力研究的成果，从交

叉学科的角度对国家凝聚力的概念进行了深入

剖析，认为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是指：“国家内

不同民族、政党以及民众在理想、目标、利益共

同的基础上，国家满足其物质、精神、政治、文

化、安全等需要而产生的内向聚合力和外向吸

引力。”［1］更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社会心理学

视角对国家凝聚力进行了界定。

笔者认为，国家凝聚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

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向心力和聚合

力，是促进国家和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

是不同政党、民族、利益集团、阶层和社会组织

等，在相同的利益目标、理想信仰、核心价值基

础上产生的内聚力。这种力量的强弱与国家和

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人民对国家精神、民族文

化、社会意识认同程度的高低成正比。新时代

国家凝聚力是民众为使国家富强文明、世界和

谐而产生的团结力量。从国家凝聚力内部构成

看，政权是其核心，因而离不开政权、执政、治理

等要素。从凝聚力的外部构成因素看，国际社

会舆论、团结合作、平等协商是国家凝聚力形成

的重要条件。国家凝聚力的产生和形成取决于

国民对本国主流价值观的自觉认同和对国际强

权政治的极力反对，对本民族同胞的情感认同

和对党委政府高度认可的心理依赖⑤。在国家

满足其物质、政治、文化、道德、安全等需要的基

础上，所产生的内向聚合力和外向吸引力（它足

以抵消来自内部及外部任何方面的破坏力或离

散力）。这种聚合力和吸引力更多表现为人民

群众之间、政党和人民之间在国家意识和国家责

任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持久力和道义认同力⑥。

国家作为社会共同体，其情感纽带的维系和道

义的认同，不是呈直线形而是呈波浪形或螺旋

形上升的。只有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现实利益

需要、情感需要和心理需要，这种凝聚力才会得

到维持和提升。

三、新时代文化软实力生成

国家凝聚力的内在机理

（一）满足民众的文化需要是生成国家凝聚

力的重要源泉

一个群体能不能产生凝聚力，其根源在于

能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而凝聚力的强弱则

取决于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程度。这个程度既

包括满足的数量，也包括满足的质量，还包括满

足的种类。旧的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

要。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在多种需要中，是有

主次和先后之分的。如果群体或个体得到满足

的不是主要需要，而是次要需要；不是直接需

要，而是间接需要；不是最迫切的需要，而是可

有可无的需要，就不利于凝聚力的形成。如果

一个国家贫富悬殊且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社会治安紊乱导致部分民众安全问题难以保

障，势必影响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满足，最终导致

国家凝聚力下降。文化需要主要指消费者在消

费物品与享受服务过程中，对精神满足的诉

求。从文化需要方面来看，文化产品或文化服

务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直接影

响到群体组织凝聚力的形成，进而关涉国家凝

聚力的生成。

不同的民族、区域、群体阶层、民间组织、社

会公众的多种文化消费与需求满足，是国家凝

聚力生成的重要源泉。纵观历史，凡不注重绝

大多数民众文化需求的，国家凝聚力都不强

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

对民众文化需求的满足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

容，科技创新、教育发展、文艺汇演、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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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等，大大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

活的向往，无疑会大大提高国家凝聚力。民众

的文化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随着经济

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更多需要。旧的需要

满足后，新的需要就会萌生。国家行为必须反

映民众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必须不断提升满

足民众文化需要的能力和水平。但是，无论什

么样的文化需要都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正确

利益诉求，并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水平、

正确的政治道德方向和整个社会主流诉求相一

致。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并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筑牢增强国家凝聚力

的文化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也对文化生活提

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

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

足民众在文化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

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随着生产力水

平的不断提高和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民众的

文化需要相应地会有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民

众对文化也会产生新的需要。要更好满足民众

在文化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应当了解其文化

需要的走向与趋势。民众对于文化的需要，推

动了文化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促使国家凝聚

力不断得以增强。

（二）形成文化认同是生成国家凝聚力的心

理基础

文化认同是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对文化承载

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的亲和与归属态度，是对文

化传播的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具象

景观等外在形式背后的思维特质、价值观念、伦

理道德的承认、认可、赞同，在此基础上产生“情

感归属”，进而获得“理性自觉”的心理过程。文

化认同某种程度上是文化软实力得以生发的心

理基础，可以说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

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只有当全社会成员对本

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强烈认同，这个民族的全体

成员才能团结起来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努力奋

斗。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认同作为支撑，中华

民族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伟大复兴，国家就

难以整合各种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吸

引力、感召力和引领力⑦。这种认同主要包括对

家庭文化的认同、地域文化的认同和国家文化

的认同。

其一，家庭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家庭

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组合起来的社会生

活单位，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家庭有

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家庭是指由一夫一妻

制构成的社会单元，广义的家庭则泛化为家

族。换言之，狭义的家庭是指基于婚姻关系、亲

子两代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细

胞，这样的家庭由一对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组

成。广义的家庭是指具有共同的祖先、血缘，或

具有姻亲关系、养育关系的人所组成的亲属团

体，这样的家庭不但包括婚姻关系、亲子关系，

还包括由婚姻关系连接起来的较大范围的亲属

关系。通过婚姻，夫妻一方的父母、兄弟、姐妹

以及其他血亲同时成为配偶一方的亲属。如

此，广义的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及各方亲属成员，

这种婚姻与血缘等要素成为家庭或家族凝聚的

基础。

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得益于家庭成员良好

的文化素质和品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

人都与家庭有关，这个群体间的人际关系是最

亲密的，是亲情与血缘的综合。除此之外，家庭

成员间还有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各种关系。这个

群体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从物质到精神，

从生产到消费，几乎无所不包，这是其他社会群

体所不能满足的。这个群体对于人的影响最

早、最大、最深，个体的成长与发展都留有家庭

的烙印。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要求比其他任何

群体都迫切。家庭往往是人们思想、行动上的

出发点和归宿，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妻以夫贵、

夫以妻荣、光宗耀祖等观点，也是家庭成员之间

情感的体现。“家庭”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客观存

在，但是对个体来说更是存在于思想意识中的

一种认同，很多家庭的变故和问题都与家庭文

化认同有关。

家庭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稳定发展的

新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凝聚力内涵及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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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家庭所拥有的经济、生育、教育、抚养与

赡养等功能，为社会的良性运行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家庭是社会最基本、最核心的社会组织

与经济组织，也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家

庭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

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基础，更是人文精神实

践与展现的空间。以“爱”为原则连接“家庭”关

系的身份认同是家庭成员的自然需求，也是建

立完整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环。爱家庭与爱国家

是紧密相连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历来是中华儿

女的宝贵精神财富。无数的“家庭”建构起了社

会实体和关系系统，人们在互动和沟通的实践中

培养了情感，这种情感在一定条件下便升华为爱

国主义情怀。

其二，地域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这里

的地域文化主要指与基层广大群众生产和生活

实践紧密相连，具有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并

对社会群体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各种文化现象

和文化活动的总称。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和自

然环境，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历史形成，这种地域

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会产生

重要影响。

首先，表现在对地域语言的认同。不同地

域语言存在差异，虽然国家要求尽量用普通话

交流，但是对于基层老百姓来说，方言文化在

某种程度上更适合他们。方言是在历史进程

中经过较长时间形成的，在增进当地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方面，比普通话的效果更好。这种同

乡语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当地的文

化认同度与社会凝聚力。当然，为了更好地进

行语言交流，在全国大力推行普通话，对增强

国家凝聚力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其次，表现在

对地域饮食文化的认同。不同地域的饮食文

化千差万别，一般来讲，人们大都喜欢家乡的

饮食习惯，离开故土后总是眷恋家乡的饭菜。

这种对地域饮食文化的认同，对于增进地域成

员情感和地域凝聚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

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也促进了当地旅游产业

的发展，推进了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最后，表

现在不同民族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少数

民族成员大多能歌善舞，民族文化艺术丰富多

彩、民族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这种民俗文化

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色彩。尊重和发展少数民

族文化，进行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对增

进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重要作用。

其三，国家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这里

的国家文化主要从狭义层面理解，基本指国家

制度文化、组织文化、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等方

面，它主导全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并通过

国家理想、国家信仰、国家道德、国家精神、政党

形象、民主程度、公平正义和国际地位等方面显

现出来。国家文化认同体现在对国家情感和心

理上的认可程度。国家认同不仅是认同自己作

为中国公民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认同国家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政策制度的合理安排与执行效

果，还要认同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价

值追求。行政文化、组织文化必须体现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对共同富裕的践行，需要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民众的灵魂，增强各族人

民和群众团体的价值认同并达成社会共识，使

国家凝聚力不断增强。要不断强化民众对国家

政权和国家领土主权的高度维护，培养各族人

民对国家政治体系和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认

同，推动国家凝聚力的形成。

（三）激发文化动力是生成国家凝聚力的助

推器

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力增强国

家凝聚力。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

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

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价值观，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凝聚力才会

不断增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力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要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

同甘共苦，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始终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与群众同呼吸、共命

运。二是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倾听人民

群众的心声，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人民群众

是国家的主人，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为

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提供一切可以提供

的条件，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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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三是将科学

的执政理念体现在行政制度和具体规范之

中。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力，就必

须依靠科学的制度规范，才能确保为人民服务

并形成长效机制。要善于总结群众工作中好

的做法、好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形成规

范的制度，让价值引领力充分彰现，从而增强

国家凝聚力。

其二，文化内生渗透力与传播力增强国家

凝聚力。文化内生渗透力是指文化因其普遍性

而遍布于社会系统、主体意识，成为社会系统和

主体意识的固有内容，并对社会系统和主体意

识产生内在影响和作用⑧。人们借助文化符号

系统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通过文化传播继承

和发展原有的文化，通过教育方式将文化渗透

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支配人们头脑中

的文化、知识和观念影响人们的言行。主流文

化的内生渗透力越强，人们的爱国报国言行就

表现越明显。文化的内生渗透力表现为意识形

态的吸引力、影响力，以及知识文化通过个体内

化和团队学习改变人们思维观念和模式的文化

自觉度。主流文化内生渗透力越强，在增强国

家凝聚力方面的效果就越好。

文化传播是利用一定的传播媒介扩散或输

出文化意义的活动和过程，它主要由文化传播

者、特定意义体系、一定符号系统、专门媒介和

文化传播对象等五大要素组成。其中，文化传

播者是实施文化传播活动的主体；特定意义体

系是文化传播者所传播的内容；一定符号系统

是文化意义体系的载体，与特定意义体系一起

构成文化传播活动的客体；专门媒介是文化传

播活动赖以进行的手段，它使文化传播活动越

来越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文化传播对象是文

化传播者试图施加影响的受众，是特定意义体

系的预期接受者，他们可以是某种共同体内部

的受众，也可以是其他共同体的受众⑨。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方式也不断变

革。特别是伴随着各类新媒体技术快速崛起，

信息的传播环境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作为人

类文化传播的必要手段，其进步与应用也不断

地优化着文化的传播途径。新的媒体技术不断

变革，重塑着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方式和认知

结构，并因自身的强大传播力、聚合力创造了一

个新的文化体系，形成了具有互动性、整合性、

草根性、个性化、社群化等特征的新媒体文化，

衍生出了微文化、指尖文化等新文化形态⑩。文

化传播方式、手段和技术的变革，势必会对增强

国家凝聚力产生重大影响。

其三，文化创新力与竞争力增强国家凝聚

力。文化是否具有创造力与创新力，是判断文

化软实力大与小、强与弱的重要依据与尺度。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是文化创新的直接体现。如果说文化只是

整合与优化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文化资源与文化

基础的话，那么文化创新则是变革与创新文化

软实力的实质性内容。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

只有借助于文化创新，文化软实力建设才能取

得实质性的突破，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是文

化软实力中最为活跃的成分与最具活力、生命

力的元素。因此，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我们必

须十分重视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的培育，只

有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

方面创新，高度重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

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才会蓬勃向上。事实证

明：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越强，国家凝聚力就

越强；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越弱，国家凝聚力

就越弱，两者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概括地说，所谓文化竞争力就是各种文化

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产生

的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主要表现为：一是

文化创新能力。同其他领域的创新相比，文化

创新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创

新是文化的生命，文化产品有无竞争力主要取

决于文化创新。二是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文

化产业的兴起，把科技、市场和文化结合在一

起，赋予文化新的发展形态。文化产业的竞争

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科技实力竞争。三是高素质

的人才。无论是推动文化创新，还是应用高新

技术发展文化产业，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

只有具有竞争力的文化，才能有效占领国际文

化市场，赢得国际消费者的青睐，最终发挥其国

际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竞争力是提高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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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的前提和基础。

结 语

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现在一个国家通过政治

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文化事业的

服务力、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国际文化的引领力

和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等方面，传递与表达出来

的认同力和影响力，精神文化是文化软实力内

容的核心部分。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包括：

价值观念层面的文化软实力，科教文艺层面的

文化软实力，制度规范层面的文化软实力，文化

产业层面的文化软实力。新时代国家凝聚力主

要由政治凝聚力、文化凝聚力、价值凝聚力、安

全凝聚力、物质凝聚力五方面内容构成。需要

指出的是，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凝聚力并不是一

回事，事实上新时代文化软实力中“文化”的内

涵远远大于文化凝聚力中“文化”的内涵。国家

凝聚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关乎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强大以文化兴盛为

重要支撑，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

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软实力通过提升

综合国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国际影响力，进

而增强国家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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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National Cohesion in the New Era

Cai Yangbo

Abstract: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culture refers to the attraction and appeal released to the outside by various
value systems and their symbolic forms of a specific country， which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interpret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measured from two aspects of static composition and dynamic effect. National
cohesion refers to the inward cohesion and outward attraction generated by meeting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need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eople in a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common ideals， goals and interest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betwee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national cohesion in the new era is as follows：meeting the
cultural needs of the masse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ational cohesion；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the generation of national cohesion， among which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ily health
i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Regional culture or national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hesion，and the national policy system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maintained identity. Stimulating cultural power is the booster to generate national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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