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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观 点 提 示

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
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
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民族有足
够的信心和决心将改革开放进
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总结了改革
开 放 40 年 来 的 辉 煌 成 就 和 宝 贵 经
验，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战略
部署，是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宣
言书和动员令。讲话指出：“以数千
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
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
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
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从中
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维度，强调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历史必然性。

改革开放深远的历史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自古以
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
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
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
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
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
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
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
盛唐气象。”这一论断以深邃的历史
眼光，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变革和开
放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动
的变革史。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
霸，以变革求生存、谋发展成为社会
发展的大势。魏国李悝、楚国吴起、
齐国邹忌等争相实施变法，赵武灵王
推进胡服骑射，商鞅更是以“治世不
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豪迈和决心推
进秦国改革，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自我
改革的生动实践。

进入到封建社会，改革依然是有
为君主的强国之道。汉武帝采纳董仲
舒建议，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
现从“道家”到“儒家”的思想大变革，
完成封建统治的思想大一统。宋明时
期，变革仍然是时代变迁中的不变节
奏。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
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

革运动；张居正的变革则是对封建体
制进行的一次全面改革。直到近代，
中华民族仍处在探索和变革之中，“戊
戌变法”不惜以流血牺牲捍卫改革。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制度改良，从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到革命推翻帝制，从
多次论战到新文化运动，近代中国充
满了变革图强的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就注重同域外民族
开展交往和文化交流。汉武之际，张
骞出使西域，创造了中华民族主动向
外交往的传奇，开通了古丝绸之路，
也打通了一条古代文明交流互鉴之
路。盛唐之时，中华文明高度发达，
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主动开放的意
识愈加强烈。当时的长安城云集了大
量国外友人，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的中心和国际大都会，鉴真东渡、玄
奘西行是唐代对外交流交往的标志性
人物和事件。唐代的对外交流交往使
中华文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
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大大扩大了中
华民族的海外影响力，以“唐”为标
志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民族标签。明代
郑和七次下西洋，开创了中华民族海
上对外交往的光辉篇章，进一步深化
了中华文明对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是古代中国主动对外交流交往的充分
体现。近代中国，国门被打开，西方
文化涌入中华大地，开启了中西文化

交流碰撞的时代。

改革开放深厚的文化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几千年
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
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
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正是这种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
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
一一个绵延 5000 多年至今未曾中断
的灿烂文明。”这一论述充分说明中
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彰显了
改革开放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我革
新、应时而变向来都是重要内容。

《易经》 之“易”就是变化之义，在
这本古老典籍中指出了一个恒常的道
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
调只有进行变革和创新，才能顺畅长
久地发展下去。变通思维在现实中发
展为革故鼎新的革新精神，即去除旧
的，树立新的，自觉进行革新发展。
当然，革新要因时而变，充分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反
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善于依据时
事变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作

为、永不休止变革的意识。“变通”“革
故鼎新”“自强不息”“与时偕行”等民
族精神，折射出中华文明的源头根脉，
种下了革新的文化基因和种子。“生生
得所，事事唯新，巍巍乎犹造物之曲成
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
旧邦，其命惟新”，表明华夏先民已具
有的革新精神，依然贯穿在中华文明的
发展当中。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了对
外交流交往的文化根基。“和合、共
生、有容”是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特
质，也是对外交流交往的底色。“和”
的内在规定性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以差异性和共生性
的矛盾对立统一阐释出了宇宙间的法
则。尽管万事万物有其不同的存在之

“道”，却是和谐共生的，所谓“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只有在差异中才能共
生发展。“和”对外延伸为“协和万
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中华民
族以厚德载物的悲悯情怀，追求“天下
大同”的理想社会目标，倡导仁爱、友
善的邦林交往原则，自古就与世界各国
协同发展。这也是今天我国对外所主张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文
化根基所在。

中华文化的另一特质是“容”，《尚
书》 中的“有容，德乃大”，正是蕴含
着这一文化基因。中华文化兼收并蓄，

开合有度，生发出“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的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心态和文化
自信。中华文化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
的，不是僵化的而是流动的，不是单一
的而是多元的。在长期的交流交融中，
演绎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
化盛宴，合奏出了儒释道合流的文化乐
章，谱写出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
路长歌，创造出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
唐气象。

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走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 40
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
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
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
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将改
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以改革开放的
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
源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中华民族有足够
的信心和决心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40 年的辉煌成就注定了改革开放
的不平凡地位，以中外历史发展观之，
改革开放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
代史，是一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
是一段中华民族的民族史，是一页人类
文明的进步史。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已
经融入到了中华民族变革和开放的历史
常态之中，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既是历史
逻辑也是现实必然。

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
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
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
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
要的深刻体悟。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
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既是发展逻辑，
也是对人民期盼的应然回应。40 多年
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
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
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作为重
要法宝，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发
展的宝贵经验；作为“关键一招”，正
是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壮丽
篇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
动力十足。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会
以更加动人的姿态走向未来，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哲学
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逻辑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逻辑
曹学娜

彰显中华文化的自信与当代价值
单文波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文化的力量贯穿人类
社会生存和演进的始终,是一个民族
进步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真正有
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
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不
是一个简单的词语,也远不止于一句
文化口号，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
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中华文化何以自信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起源中心之
一，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的文
明。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
行，中华文化虽历经深重灾难却依然
赓续焕发出勃勃生机。

中华文化的自信在于对其特有的
精神标识的认知。尽管诸子容颜难以
寻回、李杜王白早已仙逝，尽管故宫国
宝默默诉说、宫阙万间灰飞烟灭，但中
华传统文化犹如浩瀚的海洋，汇聚了
前贤先哲们的心力和智慧。“四海之
内皆兄弟”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重和谐、重友爱的精神，“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是华夏子孙勇于革
新的思想源泉，“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
民为本的思想，“各适其天”包含着
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生态哲学和生态
伦理思想，“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
矣，而不失豪芒”蕴含着中国古人的
工匠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诠释
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报国情怀。

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不屈不挠
的奋斗，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让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与历
史命运相搏的顽强韧性和中华文化自
强不息的生命力。“五四精神”“红船精
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
神”和“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
裕禄精神”以及“两弹一星精神”

“抗洪精神”“抗震精神”等革命文化
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让世界赞叹不
已。中华文化的自信在于坚信在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中形成和支撑着
我们一路走来的中华理念、中华精
神、中华气度和中华神韵, 既葆有
传统文化的古老辉煌，又继承了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发展
方向。如同星辰亘古不熄，中华文化
影响力同样恒久致远。

中华文化的自信还在于这种自信
是具有时代性的命题，它既是一种文
化的自主和自觉，对自身所禀赋和拥
有的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
行，也是应对外来不良思潮冲击与侵
蚀的核心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碰
撞和冲突也愈演愈烈，我国传统的主
流价值观面临重大挑战。我们必须意
识到，越是全球化越需要始终不渝地
坚守民族文化的根性和本位，越需要
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强。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
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国有坚定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
是建立在 5000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
的文化自信”。这掷地有声的宣言，将
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上升到同一高
度，表明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的汩汩源泉和滚滚动力，
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交相辉映，
更是吹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
精神号角。

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

对于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征程中的中国人民而言，中
华文化自信更有着特殊的当代价值，
因为这种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
持久的力量”，是中国人民精神屹立、
开拓进取的力量之源。坚定文化自
信，保持和增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
夯实民族精神独立的基石，才能增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我
们走自己的路才具有无比深厚的底
气、骨气和硬气，才具有无比强大的前
进动力，才能使民族荣光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重新绽放。
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在于经过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内具有强
大的凝聚力、号召力。“如将不尽，与古为
新”。中华文化自信既是依靠着我们的
伟大传统，更是面向时代、面向未来。中
华民族在其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秉承“唯
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唯希望也，故进
取，唯进取也，故日新”的精神，“终日乾
乾，与时偕行”。毛泽东思想将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中国的现实斗争，从而形成了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
第一个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
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中国传
统哲学中优良的思维方式，创造性地提
出“一国两制”的重大战略构想，让中
华和合文化熠熠生辉。“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
分，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新与发展，
体现了“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
不息”等重要精髓。科学发展观在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升华和创新，展示
了新世纪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的
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源
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同时
又结合新时代条件加以发扬光大，赋予
其新的时代含义，使其在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大作
用。“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在
中国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化的内
涵不断补充、拓展、完善，其当代价值在
与时俱进中得到充分弘扬。

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在于中华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
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辐射力。当今世

界已进入全新格局，正面临重大变革和
大发展时期，也处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时
代。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一方面坚守
自身文化发展方向，一方面与世界其他
先进文化兼容并蓄、互相促进，“在文化
的交流中实现对自身文化特殊性的超
越，贡献有利于人类未来和平发展的文
化智慧。中国文化正是在把握这两方面
的张力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中华文化
讲仁爱、求大同、崇正义、尚和合，而其中
最核心的是“和”，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
身的和谐。这一内含中华文化独特哲思
的重要理念，正形成具有共同价值诉求
的关键词，并带来全球化思维的新思路。

无论是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还是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
会议；无论是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
峰会，还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习近平主席利用一系列外交场合呼
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
的新型国际关系，传递了中华文化的超
越性关怀，传扬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已经成为努力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
的通约性，建构更加开放、公正和有效
的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也为
21 世纪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坚信，
随着中国再次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
将不断书写引领世界发展的新坐标，中
华文化自信的内涵必将日益丰富，中华
文化自信的当代价值必将日益彰显，中
华文化必将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

（作者系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
授）

理论特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
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
因，也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
深厚基础。因此，坚定文化自信和
价值观自信，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
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主体性的
基础，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

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历，让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备受摧残，
文化自信不足甚至文化自卑情结在
部分国人中滋生蔓延，特别是西方
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价值观也在
吞噬着国人的文化自信。如果不解
决好文化自信的问题，那么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只会沦为空
谈。因此，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问题上，必须要有正确态度，强
调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要防止盲目自大和拒绝外
来文化的倾向。

作为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中
华文化与外来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
存在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
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
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中华文化也是一种开放与包容
的文化，在形成自己的主体根基
时，需要吸取其他文化有益的部分
来发展自己。纵观中外文化交流的
历史,中华文化其实从遥远的古代
起就受到了极其丰富的外来文化的
影响，从丝绸之路的开辟到佛教的
传入，从盛行于长安的胡乐胡舞到
元代的改治新历，从郑和下西洋与
各国友好往来到利玛窦在中国的传
教，外来文化的传入深深地影响了
中华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
面，甚至可以说不同文化的相互借
鉴、相互补充,正是人类文明能够
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发展的前提。
特别是到了近代，“五四”新文化
运动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引入
中国并广泛传播，众多爱国青年成
为了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主力
军，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任
务，可见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深
远而又悠长。

目前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
上，有三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第
一，唯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沉
溺在“中华文化世界第一”的自我
陶醉之中，不愿正视世界文明的崛
起；第二，防范戒备的民族排外主
义，将外来文化视为洪水猛兽，持
排斥拒绝的心理；第三，盲目崇外
的民族虚无主义，对本民族历史文
化传统不屑一顾，对外来文化倍加
推崇。这些认识误区不利于我们坚
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
生命力。”在世界文化交流融合的
历史大势下，我们一方面应当以平
等开放的姿态对待其他文化，在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他文化
的优秀成果，取人之长为己所用；
另一方面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
化中的中西差异，从中国的国情出
发，积极吸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一
切文化思想，对负面的、不好的东
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而不能采取全盘接受或者
全盘抛弃的态度。事实上，我们拒
绝的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包藏图谋
的“普世价值”标准和文化霸权主
义，警惕文化殖民带来的负面文化
和价值观念对我国价值体系的破
坏，而决非外来文化中对于我们有
意义、有价值的优秀文明成果。我
们应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同时，尊重和了解外来文化，
以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精神，平
等、谦虚的态度，吸收人类优秀的
文明成果，汲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
知识智慧，不断在开放中丰富和发
展中华文化，不断增加中华文化的
广度和厚度，在包容开放中坚定文
化自信。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
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强调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要防止盲目自大和
拒绝外来文化的倾向。

在包容开放中
坚定文化自信

张晶

观 点 提 示

中华文化自信在于坚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中
形成的中华理念、中华精神、中华气度和中华神韵, 既葆
有传统文化的古老辉煌，又继承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

论道说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视觉中国 供图

学者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