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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

8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外文
出版社外国专家回信中说，通过准确传
神的翻译介绍，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
的中国，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
意义。总书记的回信，再次强调了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
以来，面对“文明冲突论”给世界文明造
成的消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把握
国内国际形势，以中华文明具有弥合文
明冲突的天然意愿与现实力量，创造性
地提出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新文明
观，为应对人类共同危机和挑战作出了
中国贡献。

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狭隘，弥合文
明冲突。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是包容的，
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
力。”他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中还指出：“我们既要让本
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
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
竞艳。”文明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文明
的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和文明自身的
天然属性，是由不同地域自然环境、生
产方式、文化发展等因素形成的。文明
只有多样才多彩，只有多彩才绚烂。不
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包容，不同发展模
式可以相互合作，不同价值文化可以相
互交流。以包容促合作的发展理念，展
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
作为大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
携手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博大胸怀。
这为今天中国能够以独立的姿态屹立
于世界文明之林奠定了坚实根基。中
国始终坚持以和而不同理念实现文明
的包容和谐，力图为人类应对危机提供

良好的文明环境贡献中国力量。“一带
一路”倡议正是贯彻了这种文明理念，
进而超越了因不同种族、宗教、社会形
态所产生的不同文明间的交流阻力。
中华文明因五千年来不断汇入多样文
明而发展壮大，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完
成自身文明的新陈代谢。文明差异不
但不是文明之“我”与文明之“他”的纷
争决裂之因，而恰恰是多元文明相互取
长补短、共同发展之源。只有以文明包
容的态度，才能平等看待其他文明的存
在。中国秉持“求同存异”原则，始终坚
持文明包容、文明多样，反对以单一文
明为标准衡量其他文明，弥合因文明冲
突所造成的文明割裂。

以文明平等超越文明优越，营造对
话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强调，“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
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
等”。平等关系是不同文明间进行对话
的重要前提，也是搭建对话平台的重要
保障。应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
偏见，实现文明的相互尊重和平等。长
期以来，西方某些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
胁，将本国文明包装成所谓“普世价
值”，凌驾于他国文明之上，导致了文明
冲突接连不断。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
出：“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
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
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中国
坚持以文明平等为前提，为打破文明壁
垒、超越文明冲突，搭建了一系列对话
交流平台。2019年5月，以亚洲文明交
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文明对

话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亚洲 47 个国
家及域外国家的 2000 余名代表参加大
会 开 幕 式 和 分 论 坛 。 2017 年 5 月 、
2019年4月，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系列论坛进一步构建起文明交流
互鉴的平台。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坚定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经济
秩序体系，和发展中国家一道探索维护
自身利益的合理途径。这体现了中国
真正履行大国使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建设的积极作用。中国的这些努力，打
破了西方某些国家自认为文明优越，实
施文化霸权主义，用双重标准审视别国
文明及制度，强行裁剪他国文明并推行
自身文明观和价值观的幻想，增强了中
国文明观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影响力。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构建文
明共同家园。“文明冲突论”夸大了不同
文明的竞争性，忽视了其共生性，这无
疑加剧了文明隔阂，导致文明的封闭和
孤立，阻碍了不同文明间的相互交流、
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在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
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
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为避免文明
隔阂，各国人民就要同心协力，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不同文明下的国
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应对人类面对
的危机与挑战。中国始终坚持正确义
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
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
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
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
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中国倡导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富的思想
和理论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
和“利益共同体”的固有观念，这种坚持
多元文明和谐共存基础上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践行了文明之间平等包
容、交流互鉴，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了
解，避免因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引
发对立，为世界文明未来走向开辟了新
思路。中国的文明观在批判与反思“文
明冲突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文
化霸权理论的有效回应，超越了“文明
冲突论”的狭隘与保守，推动着人类文
明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站在世
界文明发展的十字路口，用科学的理
论和实践，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指明
了正确路径。通过以文明包容超越文
明狭隘，弥合文明冲突，将中华文明
系统思想、系统方法和当今世界和平
发展的主题相融合，积极创造世界多
元文明和谐共存的契机，促进了经济
全球化背景下文明进程健康发展。通
过以文明平等超越文明优越，营造对
话平台，用实际行动超越“文明冲突
论”的文明垄断及冷战思维、零和博
弈、选边站，在搭建平等对话平台中
实现互利共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构建文明共同家园，中国在立
己达人、兼善天下的传统智慧下，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担当时
代重任，为推动人类文明和谐共生和
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分别系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师范大学。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2022B207]成果）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正确路径
范立彬 王春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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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走中
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
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
究。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开展中华
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究，具有很
强的现实指导性和针对性。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
题研究，厘清各民族命运始终同中华
民族整体命运紧密相连，不是个简单
的认识问题，而是事关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政治问题。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的价值追求，是党认识和
把握民族地区工作规律的深化和升
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与新贡献。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要立
足三个视角。一是理论视角。国内
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
硕的成果，但理论研究还需细化和深
化，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
建构涉及较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关系辨
析有待深入细致，马克思主义共同体
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
指导价值挖掘不够等；要以马克思主
义共同体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系列论述为理论基础，从
学理角度，阐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概念、内涵和思想由来。二是历史
视角。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发展，通过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厘清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
深入挖掘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共
同的文化标识，用充分的考古资料、
文献、文化遗存等，让历史说话，让文
物发声，以实物实景史事充分阐明中
华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
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从而不断
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
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三是现实视
角。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针
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立足我国以民族平等、民族

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团结奋
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为主要内容
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各民族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平等团结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民族理论和工作实践，从政
治、文化、经济、社会、法治、民族心理
等多方面阐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时代价值和有效路径，树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为新时代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与实
践范式。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要阐释
清楚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阐释清楚
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明确共同性
是主导，是方向，是前提和根本，差异
性需要尊重、包容和保护，但差异性
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二是阐释清
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
的关系，引导各民族始终把中华民族
利益放在首位，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
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
体利益；三是阐释清楚中华文化和各
民族文化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主干，各
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
叶茂，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四是阐释清楚物质和精神的关系，
赋予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
可破。四个关系之间是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的，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智
慧，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的
规律，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
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我们要胸
怀“两个大局”、牢记“国之大者”，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加强中华民族共
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
究，在世界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
把握战略主动权。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本文系国家民委重大项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个关
系’研究”[2021GMG-006]成果）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研究
孙秀玲

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始
终把总结经验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方法，从中汲取继续前
行的智慧和力量。早在延安时期他
就强调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
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
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还
曾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
吃饭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围绕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
及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
家等重大现实问题，不断总结与汲
取前人的和外国的经验，同时也总
结和汲取了自己的经验，领导并取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一度走向
迷茫。为了尽快找到中国革命的出
路，毛泽东在亲身革命实践中，对
大革命前期的正确经验和后期的失
败教训都作了系统总结，先后总结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历史教训，
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政权是
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中央红军到达
陕北后，毛泽东集中时间对党的历
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概
括，先后写下了 《论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
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新阶
段》 等重要著作，从思想路线、政
治路线、军事路线上，总结了第二
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剖析
了“左”倾错误思想，尤其是解决
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
政治路线问题，为党的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理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
基础。1945 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
过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
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
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全
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达到
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党的七大
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
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包含着
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
借鉴，包含着对中国共产党艰苦卓
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共产党
人>发刊词》 总结了党 18 年的实践
经验，《新民主主义论》 总结了自五
四运动以来2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历程，《论联合政府》 总结了党的

24 年的斗争经验，《论人民民主专
政》 系统地总结了党28年的革命经
验。

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
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
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
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
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
向。毛泽东在他刚刚点燃星星之火
时，就以满腔激情描绘斗争胜利的
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
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
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
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
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
儿。”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
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
管时局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
围环境及现状进行周密的调查研
究，并且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
正完善原有的想法、决定行动方
针，不仅从错误和失败中总结教
训，更善于从胜利中获取经验，不
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不断制定适
合革命形势发展的党的路线、方针
和政策，从而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
胜利。看到井冈山茅舍、延安窑
洞，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艰苦奋斗
精神的教育，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
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博大精
深，蕴含着丰富的中国革命经验和
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一步
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
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
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宝贵实践，
尤其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原则和方法，
至今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
芒，对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有
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指导意义。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需要在科学理
论的指导下，实现总结历史经验的常
态化、制度化、理论化，以使历史经验
更好地指导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作者单位系兰州工业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

靠总结经验吃饭
王重贤

问题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
克思主义诞生于170多年前的欧洲，一
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这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
义是普遍真理，所以“种子好”；马克思主
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通，所以“土
壤好”；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所
以“效果好”；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
思主义旗帜，所以“前景好”。正因为具
备了这些特殊条件和独特优势，马克思
主义才能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

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
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
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
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
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
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真理。科学性、真理性、人民
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是马克
思主义普遍真理性的鲜明体现。在科
学性上，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包括
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一切理论，都没
有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找到推动社会
发展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创建了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
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
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在真理
性上，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唯物论与辩
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唯
物主义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既是
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
神的精华，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在
人民性上，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当时的
其他理论，不是统治阶级的理论，不
是少数精英的理论，不是剥削阶级的
理论，而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站在
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
路，以科学的理论指明了人类社会未
来发展方向。在实践性上，马克思主
义不仅解释世界，更着力于改变世
界，不是纯粹的形而上学，不是书斋
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
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社会
求进步的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
的。在开放性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博大精深，涉及历史、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军
事、党建等各个方面，其广度和深度
是其他任何思想体系都无法比拟的，
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随着实践
的变化而发展。在时代性上，马克思
主义不断回应人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
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
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
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
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
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

的。”一是社会理想有相通处。马克思
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华
传统文化的理想社会是“大同”社会，都
期盼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平等
自由的美好社会。二是世界观有相通
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是马克思
主义唯物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优良的唯物主义
传统，从先秦的管子、孟子到清代的王
夫之、颜元、戴震、魏源等，都提出了许
多富有见地的唯物主义观点，形成了重
实践的传统品格。三是思维方法有相
通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
系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
逝，强调运用发展的、全面的、系统的、
联系的辩证思维方法观察事物。中华
传统文化一开始就主张用动的逻辑描
述宇宙、发展辩证逻辑，先秦时期就形
成了以阴阳范畴为核心的辩证法思想，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刚柔相济、祸福相
依等都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辩证法
的运用。四是人生观有相通处。马克
思主义的人生观是为人民谋幸福，中华
传统文化的人生观是讲君子人格，“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五是社会治理理念有
相通处。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以德化
人、政在养民、均平、任人唯贤、以和为
贵等一系列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
的丰富思想，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
主义国家的本质、治理主体、治理目标、
治理原则等重要国家治理理论有一致
性。六是思想品格有相通处。中华传
统文化没有西方文化常有的那种排他
性，相反具有极强的“海纳百川、有容乃
大”的胸怀，善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契合，所以中国先进知识
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一见如故，在近代中
国最危急的时刻，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
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
的伟大文明。

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问题。马
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

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
要的程度。”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
土壤里生根结果，是因为满足了中国人
民的实践需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
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奋起
反抗，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
失败而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
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
党成立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在胜利
和失败反复对比中，开辟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新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实现
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此，中国
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
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
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
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
共产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
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
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开创、坚持、
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
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
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统揽“四个伟大”，创造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
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
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

旗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扎
根、开花、结果，关键在于在中国找
到了“物质武器”，即中国工人阶级的
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一经
成立就把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
目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
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一穷二
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
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让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
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
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
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党一路走
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从未
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我们
党始终捍卫马克思主义，坚决同一切
歪曲、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言行
作最坚决的斗争，在重大关头、重要
时刻捍卫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
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是
马克思主义最坚定、最可靠、最忠
实、最杰出的“信徒”。我们党坚持以
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与时
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毛泽东
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言：“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
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神圣职责。”

（作者单位系华中师范大学。赵凌
云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
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
赵凌云 楚武干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70170多年前的欧洲多年前的欧洲，，一百一百
多年来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开花结果，，
这决不是偶然的这决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开
花花、、结果结果，，是因为具备了特殊条件和独特优势是因为具备了特殊条件和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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