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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具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上的自觉———

现代化需要民众的文化自觉

■

程美东

正在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文

化问题列为主要议题，其意义十分重大。

文化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根基， 是人们安身

立命、身心和谐的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从根本上说， 必然要取决于

全体社会成员具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上的自觉，虽

然这个进程可能漫长而曲折。

梁启超所谓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器物、

制度、 文化三个阶段的论点就是对这个历程的形象

描绘和准确概括， 而这三个阶段则分别代表着中国

人对于现代化认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发展过程，

真实地展现了文化对于现代化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这个进程中的重要分

水岭， 它标志着中国人意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变革

的决定性、长远性意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探寻

的比较中被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所选择的， 中国共

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的滋润下诞生的。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自然注意从文化的角度来宣传、

组织现代化革命和建设， 注意从文化中寻找其一切

活动的精神资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弘扬共产主

义精神，强调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举措， 是这种文化自觉意识

的直接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党更是把培育和弘扬共

产主义、 集体主义精神视为中国现代化成功与否的

关键因素。从改革开放至今，虽然党强调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但从来没有忽视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促进

改革开放，并确保改革开放的方向。从几个精神文明

决议的通过到文化产业的提出， 从建设中华民族共

同精神家园目标的确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

想的形成， 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在社会发展

中价值的充分认知。

在中央高度重视文化的同时， 民间和社会也表

现出了对于文化的强烈饥渴： 人们争先恐后地讨论

文化， 饥不择食地学习文化， 激情澎湃地抨击反文

化、无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多种，至少

以下几点不可忽视。

首先， 经济发展到一种程度后自我身份期求得

到承认的强烈心理反应。 上世纪末我们提前实现了

翻两番，又成功地应对了金融危机，使得人们的物质

生活获得了极大地提高， 长期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

阶段性目标实现之后， 长期被贬抑的心理得到了释

放，希望借此得到世人对中国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

最根本地就体现在我们有独特的文化， 只有如此才

能具有恒久的吸引力和自豪感。

其次， 对进一步发展方向不够明确和社会继续

进步并非信心十足的体现。 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骄

人，但很多相应的制度建设并未健全，人才优势、技

术优势不足， 这使得人们对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感

到不明， 对于社会能否持续实现发展表现出一定程

度的不自信。为了排解这种情绪，人们不自觉地从文

化角度来思考和寻找对策。

再其次，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全持续性的担忧。由

于国际上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因素而反华的势力

存在，由于我们的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出现的社会不

公平现象的存在， 由于国内的某些分裂势力的存在，

使得一些人对于我们的政治、经济等制度的长久性存

在担忧的心理， 对于社会的安全存在担忧的心理，他

们也希望通过文化反思和重建来增加安全感。

最后， 改革开放以来暂时 “不争论” 策略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邓

小平同志为了保证改革的效率和速度， 对于一些短

时期内纠结不清的理论问题采取了 “不争论” 的策

略， 按照 “三个有利于” 和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

点” 的标准和思路来开展我们的工作， 这被实践证

明是极其正确的决策。 但是， 当我们的主要阶段性

目标实现以后， 一些当初不争论的理论问题却变成

了现实问题， 比如贫富差距拉大、 腐败严重、 发展

的目标等都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而这些问题的解

决需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人们也希望通过重视文

化来寻找答案。

这些现象的出现从长远来看是好事，它推动着中国

的改革开放从物质领域向文化领域发展。但有一点我们

需要注意， 那就是不能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诉诸文化，

尤其不能随便拿某一种既成的文化形式当作灵丹妙药。

我们要对出现的一些具体的文化热保持客观、 全面、冷

静的态度，不能简单地全盘认同。比如，在国学热的问题

上，我们不能指望简单地复兴国学就能解决中国的现实

身份和精神家园问题。儒学是国学的重要甚至是关键性

内容，但不能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其他的国学思想更

不可能担当这个责任。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简单地搬

用西方的文化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以基督教为重要

内容的欧美文化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确起

到了重要作用， 但对于有特殊文化历史背景的中国来

说，它不可能发挥同样的作用。

稳妥有效的做法，就是按照“综合创新”的思路来创

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以此作为我们民族的魂魄。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种文化发展思路的集中体现。

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吸收一切民族、 一切国

家的优秀文化， 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的文

化形式， 铸我精神， 固我根本。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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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语教育之花在海外生根

发芽的时候，为何不能在祖国大学

灿烂绽放？

母语教育利于

提升文化软实力

■

余兰兰

改革开放以来， 世界各国学习汉语的规模和声

势越来越大。

1987

年， 中国政府成立了国家对外汉语

教学领导小组；

1992

年，被称为“汉语托福”的国家级

标准化考试“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

）在海外正式

推出，并日渐流行；

2005

年，以“多元文化架构下的汉

语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在北京召开。而

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汉语

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日益扩大和加深， 汉语文化在全

球开始普及， 汉语国际传播的主体也开始由民间转

向政府， 很多国家政府的教育部门已经将汉语列为

主流学校的第二语言必修课。

目前， 中国政府对外推广汉语教学、 传播中国

文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是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

自

2004

年

11

月

21

日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

汉城正式挂牌成立以来， 截至

2010

年

12

月， 已有

322

所孔子学院和

369

个孔子课堂遍布全球近百个国家和

地区。 中国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的主要目的， 是为

了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 加强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教育文化交流合作， 发展中国与

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 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大发展。

当前， 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各地的陆续建立和

不断发展， 海外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机会越来越

多、 条件越来越好， 全球掀起了前所未有的 “汉语

热”。

在孔子学院发展迅速、全球“汉语热”持续升温

的同时，我们却不得不面对汉语“外热内冷”的尴尬

局面。当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解中

国文化的热情越来越高涨的时候， 许多中国人却对

汉语不够重视， 母语教育在英语教育的冲击下显得

脆弱无力，“汉语式微”现象让人忧心。

我国大学的母语教学最早可追溯到

1904

年，当时

的“癸卯学制”规定，中国文学课在高等学堂阶段（大

学预科）作为公共必修课开设，在大学堂阶段（大学

本科）作为公共选修课开设。

1978

年，在时任南京大学

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先生的大力倡

导和积极努力下， 大学语文课程开始在全国各主要

高校陆续开设。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学母语教

育的状况差强人意，其发展势头远不及仅有

7

年发展

历史的孔子学院。人们有一种担忧，当汉语高调走向

世界的时候，母语是否会在她的故乡沦陷？

大学语文是高等学校人文素养教育的第一课，

是在高等教育层面进行母语教育不可替代的重要形

式， 是对中小学母语教育的提升与深化， 而不是中

小学语文教育的补漏或重复。 当初匡亚明、 苏步青

等前辈设立大学语文课程的主要目的有四点： 一是

提高大学生的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 二是传承传统

文化精髓； 三是提升精神文明； 四是在改革开放的

时代背景下， 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世界。 在

新世纪， 这四点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大学母

语教育不仅对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 传承优秀民族

文化意义重大， 而且还与海外孔子学院发展、 汉语

国际推广的繁荣紧密相关。

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今天， 高等教育层面

的母语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汉语水平的重要方式与手

段。在任何高校的课程改革规划中，以传统文化为主

的母语教育的普及都应该得到强化而不是削弱。我

们要清楚地认识到， 国内的大学母语教育是海外孔

子学院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 国内良好的母语学习

氛围和优秀的母语水平， 是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稳步

前进的有力支柱。试想，如果没有国内强大的母语力

量支撑，又何谈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当中国语

言文化逐渐进入海外寻常百姓家的时候， 炎黄子孙

有什么理由不热爱、传承并弘扬自己的语言文化？

英语目前是当今世界最强势的语言，英美等英语

国家在全球进行英语推广、文化渗透的同时，也相当

重视本土的母语教育。 如哈佛、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

大学都设有母语教育课程， 而且都是全校公共必修

课。 斯坦福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分为九个领域，最出

名也是学校最重视的第一领域，即所谓“各种文化、各

种观念、各种价值”，是每个本科生在大一都必修的核

心课程，其中就包括母语教育。 麻省理工学院实施“开

放式课程计划”， 要求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包括母语

在内的至少八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令人深思的是，

美国所有的大学生都要上英国文学课，同样，中国所

有的大学生也要上英文课，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大学

生都要上中国文学课。 中国大学生花在英语学习方面

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了母语学习。

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经说过：“我

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

就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的语言。”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从

2000

年起， 把每年的

2

月

21

日定为 “世界母语

日”，突显了母语的重要意义。母语教育是一种终身

教育，在中国日益强盛、汉语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

更要重视和加强国内的大学母语教育， 不能丢了自

己的根本。 未来中国向世界出口最有影响力的产品

不是服饰电器等有形物品，而是中国文化。母语教育

与民族文化血脉相连。 孔子学院正是中国对外传播

民族文化、 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渠道。 美国

《纽约时报》曾经这样评价：“孔子学院是迄今为止中

国最好最妙的一个出口产品， 是中国实施和平外交

战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措施。”

当前， 许多大学都积极参与和高度重视与国外

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而对本校的母语教育却不够重

视和支持。试问，当汉语教育之花在海外高校生根发

芽的时候，为何不能在祖国大学灿烂绽放呢？国内大

学校长在重视海外孔子学院建设与发展的同时，也

应高度重视本校母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我们在积

极拓展海外汉语教学阵地的同时， 也要大力捍卫国

内母语教育阵地，创造良好的汉语学习与运用环境，

提高整个民族的汉语水平与素养。只有内外并重，齐

头并进， 才能真正促进中国语言文化在新世纪的繁

荣发展，并大步走向世界、成为强势语言文化，让全

世界共享。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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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引论———国际经验、 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

选择》出版座谈会指出———

公民教育重在实践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研究成果 《公民教育引

论———国际经验 、 历史变迁与中国公民教育的选

择》 （人民出版社） 鉴定及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北京

师范大学召开。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项目成果进行课

题鉴定和学术讨论。

项目负责人、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

究中心任檀传宝教授指出， 公民教育无疑是当代中

国教育领域最重要的主题。 中国公民教育不仅需要

在目的和内容维度上进行有效的调整和定位，同时，

还需要在具体的实践策略上进行有效落实。 只有落

实到教育实践之中， 公民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才能真

正充分而有效地实现， 其中最重要的实践策略抉择

应当包括：拒绝灌输、学会选择、走向实践。

课题鉴定组长、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

授高度肯定公民教育研究对于国家长治久安、 和

谐发展的重大意义， 认为此项研究成果是国内公

民教育的最近进展， 不仅在公民教育理论建构上

有新的突破， 而且对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事业作

出了贡献。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耿申研究员、 首都师范

大学蓝维教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立思教授等

公民教育专家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书元等

出席了座谈会。

（黄金鲁克）

构建核心价值观，事关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社会的进退治乱———

让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心

■

张旭东

为何出现精神缺位

先秦典籍 《管子·牧民》 说到： 仓廪实， 则知

礼节； 衣食足， 则知荣辱。 然而， 现实的境遇却出

现了与此相悖的一面。 越来越多的人发自内心的感

叹： 为什么财产越来越多， 而精神财富越来越少；

娱乐越来越多， 快乐越来越少； 食物越来越多， 食

欲越来越少； 熟人越来越多， 朋友越来越少； 流行

的名人越来越多， 流芳的名品越来越少； 婚礼越来

越豪华， 婚姻越来越脆弱……

为什么在饥肠响如鼓的革命年代能形成催人奋

进的 “红船精神”、 “井冈山精神”、 “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 而在物质充足的年代却出现了与此

相悖的一面？

首先，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转型， 从一个封

闭保守 、 缺少流动的静态社会 ， 成为一个开放创

新、 充满活力的流动社会。 这种变革导致人们的信

仰， 从注重理想向强调实际的方向发展， 从注重义

务向强调权利的方向演变， 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

转变。 《当代大学生发展状况研究报告》 显示， 在

当代大学生最崇拜的人中， “英雄人物” 被选率仅

有

1.47%

，

11.7%

的学子明确表示没有最崇拜的偶像，

10.1%

的学子则表示 “崇拜自我”。

其次， 理想和现实的分野， 使人们的信仰处在

一种无根 、 无魂 、 无序 、 无力 、 无声 、 无信的状

态。 《第五代人独白： 我是谁？》 上有这样的描述：

我们这一代是尴尬的一代 ， 既不拥有一颗又红又

专、 始终火热的红心， 又扭动不了新时代火爆的舞

步……我们一只脚埋在历史里， 一只脚踏入新时代

的领地， 我们无法自拔， 就这样暧昧地活在两者中

间， 我们的身上贴有双重的标签， 我们这一代注定

是尴尬的一代。 这种心态就是这种状态的反映。

再其次 ，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道德滑坡问

题。 今年

4

月

14

日， 温家宝总理同中央文史馆员座谈

时指出诚信的缺失、 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

的地步。 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

德力量的支撑 ， 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

家、 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最后， 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推行其文化

价值观， 对人们的价值观形成带来不利影响。 多年

来， 西方国家对华的价值观输出日益加深， 其中，

美国就有专门的对华 《十条训令》， 规定 “尽量用

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 鼓励他们藐视、 鄙

视、 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 特

别是共产主义教条； 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毁灭

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 腐

蚀和埋灭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正因如此，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显得日

益紧迫。

核心价值观事关国家兴衰

核心价值观是时代的精神支柱。 构建核心价值

观， 事关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社会的进退治乱。

每一个社会都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封

建社会 “仁、 义、 礼、 智、 信” 的核心价值观对长

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维护和凝聚起到了重要作

用； 西方资本主义 “自由、 平等、 人权、 博爱” 的

价值观对资产阶级发动革命和延续资本主义的稳定

繁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 《管子·牧民 》 中提出 ：

“国之四维， 一维绝则倾， 二维绝则危， 三维绝则

覆， 四维绝则灭 。 倾可正也 ， 危可安也 ， 覆可起

也， 灭不可复错也。 何谓四维， 一曰礼， 二曰义，

三曰廉， 四曰耻。” 梁启超也说： “凡一国之能立

于世界， 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 上自道德法律，

下至风俗习惯、 文学美术， 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

祖父传之， 子孙继之， 然后鲜乃结， 国乃成。” 可

见， 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中的重要性。

事实上，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国家都非常重

视价值观的建设。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规定把 “爱

祖国、 爱人民、 爱劳动、 爱科学、 爱公共财物” 作

为新中国的道德规范。

1982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把 “五爱” 调整为 “爱祖国、 爱人

民、 爱劳动、 爱科学、 爱社会主义”。 党的十四届

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把为人民服务作

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 把集体主义作为社会

主义道德的原则， 把 “五爱” 提升为社会主义道德

的基本要求。

2001

年中央颁布实施的 《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 提出， “爱国守法、 明礼诚信、 团结

友善、 勤俭自强、 敬业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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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建设方针。

2006

年 “两会” 期间，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 “八荣八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第一次提

出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党

的十七大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

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凝聚力量， 用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 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

风尚。 其中， 马克思主义是价值信仰， 是整个价值体

系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同的价值理想， 是

整个价值体系的主题； 民族和时代精神是价值观念，

是整个价值体系的精髓；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价值规范，

是整个价值体系的基础。

提炼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有着立魂、 寻根、 开源、 固

本的作用。 在目前现实情况下， 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

吸引力和凝聚力， 需做好以下工作：

认真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众化。 毛泽东说

过： “我常觉得， 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 是少了不行，

多了也不行的。 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

的先生们出现以来， 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 白区

的共产党为之闹光， 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

以上， 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 革命年代，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成功解决了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的问题， 才

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对我们现实有着很

强的针对意义。 同时， 必须认识到， 只有认真解决好

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矛盾， 如贫富差距、 社会和谐、 科

学发展、 创新战略等问题， 才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吸引力和信任度。

特别强调的是， 要尽快总结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内容和形式的

关系， 核心价值观是内容， 核心价值体系是形式。 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

最高抽象，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和灵魂，

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

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要从核心价值体系里抽象概括

出高度凝练的价值观理念。 比如有人提出的 “忠于国

家， 义于社会 ， 礼于外邦 ， 智于自然 ， 信于人际 ”、

“自由、 公正、 诚信、 仁爱、 和谐”、 “自由、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等都可参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概括一定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抽象出来。

另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共同价值， 需

要全社会共同遵守。 赋之以形以后， 我们要付诸以行。

因此， 党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倡导核心价值观， 从上到

下在全社会共同营造形成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 同

时要有严明的法治， 保证核心价值观的推行。

（作者单位：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科学发展高峰论坛”探讨———

中国经济如何科学发展

由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

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与中国经

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科

学发展高峰论坛” 暨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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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年

会

9

月

17

至

18

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 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发改委、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

大学、 中央党校、 复旦大学、 武汉大学的

140

多位

专家学者， 围绕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这

一主题进行深入研讨。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程恩富在发言中指

出， 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主导阶段将最终走

向社会主义主导阶段 。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

基本矛盾是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 ， 与生产要

素的私人所有的矛盾 ， 与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 。 我国应转变对外经济发展

方式 ， 积极提升协调使用国内外各种广义资源的

综合效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王玲认为， 国际金

融危机使西方国家财富高度集中和贫民贫困化的矛

盾更加凸显， 我国也遇到了财富过度集中和贫富不

均的问题， 需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吴树青教授向与会

专家学者提出三点希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

济理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紧扣中国经济科学发展这一主题， 深入调研， 建言

献策； 加强学风和队伍建设， 努力造就高素质的经

济理论人才。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 著名经济学家刘

国光就 “国富 ” 与 “民富 ” 问题提出自己的看

法。 他指出， 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中心问题

不是 “国富” 与 “民富” 的矛盾， 而是一部分国

民先富、 暴富与大部分国民不富或贫穷的矛盾。

要克服和扭转贫富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的趋势，

需要政策转向， 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而从根本

上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还需要通过强化公

有经济为主体、 国有经济为主导来着手。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在发言中

指出， 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既要充分利

用全球化可以为我所用的有关体制和规则， 有效

地发展我国的经济， 又要重视我国经济和社会安

全。 当前消费需求增长缓慢 ， 原因在于两极分

化， 包括绝对的两极分化和相对的两极分化。 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 需要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 坚持

按劳分配为主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圣

明就国际价值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

本届论坛和年会着重就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自主安全发

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经济全球

化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了认真、

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杨国亮）

理 论 时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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