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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把树立价值观比作扣扣子，他说，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国家和民族也有“少
年时代”，中华民族的第一粒扣子，可以说从五千年
前就开始扣起——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
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2 词 24 字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距今仅有不到2年时间，但
它们的种子却早已种下。

国家层面。以“文明”为例。国家行政学院社会
和文化教研部刘东超教授认为，《史记》 描述黄帝

“幼而徇齐，长而敦敏”，反映了中国文明初曙期对于
道德文明的追求。另外，“民主”一词虽来自西方，
而“民本”思想，中华民族早已有之，《荀子》 名言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常为后人引用。

社会层面。以“法治”为例。先秦时期，法家政
治哲学思想中，即强调法律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
地位。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主张：“智者作法，愚者制
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则是法治之内，古人
对“平等”“公正”的追求。

个人层面。以“敬业”为例。三国时期，诸葛亮
《后出师表》中所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
敬业；创于清朝康熙八年的同仁堂药店，一直坚守的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
力”， 也是一种敬业。

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习近平指
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这与核
心价值观中“友善”“民主”“诚信”“公平”“和谐”
等词汇对应。

以“守诚信”为例，中国的语言中，有大量诸如
“言必行、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一诺千
金”“一言九鼎”等褒扬诚信的成语。中华民族有关
诚信的记忆，还有曾子杀猪、宋濂抄书的典故，以及
商鞅城门立木的故事，等等。在学习成语聆听故事的
过程，民族记忆复活，核心价值观得到强化。

“尚和合”，更是民族的重要记忆。“以和为贵”“与
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
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
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
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些观念，至今仍在
影响着我们社会交往、国际交流等等。

传统文化还给今人思想启发：核心价值观3个层
面 12 个词，互相联系，共生共荣。如商鞅用“智者
作法”的“法治”、城门立木的“诚信”等等，最终
才赢得秦国的“富强”。

习近平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
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
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
新。”习近平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
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近年，传统文化日益“活起来”。电视上，汉字
听写大会、中华好诗词、成语英雄等节目收视率居高
不下。中国传统名诗词、名故事、名折子戏推荐活
动正在举行，这项活动旨在发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并聚焦核心价值观。在国外，旨在普及中华传
统文化的孔子学院广受欢迎，仅在地球另一侧的巴
西，即有7所孔子学院、2个孔子课堂，学生众多。

今年3月，教育部制定《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指导纲要》，按计划，中小学德育、语文、历
史、艺术、体育等课程中，将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内容比重。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
也要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前，中国着力打造的“4个大国形象”中，第一个即
为“文明大国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
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其次才
是“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说。同时，传承和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上眼睛不
看世界。

开栏的话

家有家风，国有国风。
国风，从字面意思看，是一
个国家的风气、风格，无论
个人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国
家层面，核心价值观，就是
这个时代的“国风”。

在 古 代 政 教 传 统 里 ，
“风”有“风化”的意思，
这也是我们希望核心价值观
能具有的作用——所谓“美
敦化，易风俗”，不仅能

“润物细无声”地风化国
内，还能影响世界。

“ 时 代 国 风 ” 系 列 述
评，将尝试向读者说清，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哪儿
来，它包含什么内容，有何
表现形式，时代紧迫性何
在，践行依靠谁等问题。

孔子无论如何想不到，2500年后的今天，儒家思想的价值仍然备受关注。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领衔的《儒藏》编纂计划，从2003年将延续到2025年。
老子没有出过中国，但他“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观点，今年4月1日，从习近平口中，由欧洲学院播向世界。
在超越时间、跨越空间中，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中华文明一路走来，上下五千年，从未中断。五千年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根和魂。

五千年前扣起的扣子 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全国首家机器人餐厅近日在江苏
省昆山市人民路某商场亮相，引来众
多市民慕名前来体验这些机器人服务
员的热情周到服务。

走进这家名为天外客机器人餐
厅，“大黄蜂”为您唱歌跳舞，“擎天
柱”的兄弟“铁皮”负责安保，礼仪
机器人亲切迎宾，科幻片中的奇妙场
景变为现实。

图为机器人服务员正在提供热情
服务。 人民图片

机器人餐厅亮相昆山

最近，菲律宾折腾出一个南海问题“三
步走”解决方案：第一步，短期内，在南海
暂停加剧紧张局势的活动；第二步，中期
内，全面、有效执行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并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第三
步，最终，根据国际法通过解决机制最终解
决争端。

为给这个“三步走”方案造势，菲律宾
下了不小工夫，其外长还就此访问越南、印
尼、文莱。菲律宾寄希望于在缅甸东盟和东
亚系列外长会上能正式抛出这个方案并获得
支持，菲自认为这个方案同美国抛出的南海

“自愿冻结”倡议一致，如此与美方一唱一
和，在系列外长会期间炒作南海问题一定会
得逞，似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东盟
系列外长会上将得到掌声。

在系列外长会上炒作南海问题，已经不
属于新鲜事了。自从2010年美国时任国务卿
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高调、强势挑

起南海话题以来，南海问题已经成为各方博
弈的重要议题，菲律宾更是看重这一场合，
极尽折腾之能事，置东盟团结于不顾，甚至
在 2012 年导致东盟成立 40 多年来首次未能
发表联合公报。菲律宾本想背靠美国、携手
东盟对中国施压，攫取一己之私利，但最终
未能得到东盟国家的广泛支持。

此次也未能幸免。缅甸东盟外长会联合
公报只字没提菲律宾的“三步走”方案，就
南海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也没有提及菲律宾
的方案，该联合声明与近年历次东盟外长的
有关声明内容大同小异，其基本主张与中国
的原则立场并无大的区别。至此，菲律宾的

“三步走”方案受到东盟的冷落，东盟作为
一个整体并没有选择为菲律宾站台，尽管菲
方声称获得了越南等国的“支持”。

这并不奇怪。
首先，菲律宾拼凑的“三步走”方案并

非出于善意，只是为了炒作南海问题，乘着

美国“自愿冻结论”的“东风”，给中国制
造舆论压力。菲律宾的方案也没有什么新
意，更没有建设性，东盟大多数国家没有必
要为菲律宾在这方面背书。

其次，菲律宾自己并没有踩着“三步
走”的鼓点迈步，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说，

“如果菲律宾希望推行其三步走的计划，那
么该国应该撤回国际仲裁，重回第一步。他
们已经直接跳到了第三步……其行为与本国
的提议已经自相矛盾了。”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地区合作仍然是东
盟国家最有代表性的诉求，对华合作更是大
多数国家看重的，连越南这样的国家也不愿
完全无视对华合作。王毅外长在中国东盟外
长会上，一口气提出了在政治合作、地区合
作、海上合作三大方面的 12 项倡议，足见双
方合作的潜力之巨大，前景之广阔。制造南海
紧张，还是促进地区合作，谁对谁错，孰重孰
轻，大多数东盟国家掂量得出来。

菲律宾提出“三步走”方案，先天不足。回
顾历史，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已走出了“三
步”，侵犯中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三
步”：先是非法进占中国在南沙的 8 个岛礁，
接着非法蚕食中国在“九段线”内的海洋权
益，最近企图不断“固化”其在南沙侵占岛礁
的“存在”，包括搞什么国际仲裁。

有媒体用“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来评论
菲律宾炒作南海问题的用心，实际上这样的
比喻显得对小孩子不够尊重，因为小孩子这
样做有童真，但菲律宾这样做却有野心，而
且是无理取闹。特别是，菲律宾在南海问题
上本身就是一个“坏孩子”，却还要给别人
立规矩。

菲律宾“三步走”，腿短注定走不远。
中国提出的“双轨思路”才是处理南海问题
的最现实、可行途径。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又栽跟头
■ 贾秀东

本报北京 8月 10 日电 （吴月辉、蔡金
曼） 记者从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获悉，执行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任务的飞行
试验器当天从北京运抵西昌青山机场，随后
转运至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并开展相关测试
和试验。试验任务将于今年择机实施，主要
验证嫦娥五号任务返回器以接近第二宇宙速
度 （第二宇宙速度为11.2公里/秒） 再入返回
相关技术。

嫦娥三号任务圆满成功后，我国探月工
程全面转入三期。作为“绕、落、回”规划
的第三步，探月工程三期的主要目标是实现
无人自动采样返回，突破月面采样、月面上
升、月球轨道交会对接和接近第二宇宙速度
再入返回四项核心关键技术。

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的自由画师阿不力
孜和托尔拉乡中心小学的美术教师库迪热提是
当地小有名气的农村画家。他们在乡亲们新居
的墙上，用手中的画笔讲述家乡的故事。

左图：该县托尔拉乡库如力村村民路过新绘
制的墙画。上图：阿不力孜在托尔拉乡库如力村
道路两旁绘制墙画。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探月三期再入返回试验将进行

飞行试验器运抵西昌
新疆农村画家绘家乡新疆农村画家绘家乡

飘过五千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哪儿来

本报记者 陈振凯

飘过五千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哪儿来

本报记者 陈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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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 10日电 （记者高
云才） 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近
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宅
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
发证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结合国
家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
有关要求，将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
的建筑物、构筑物纳入宅基地和集体
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的工作
范围，实现统一调查、统一确权登
记、统一发证。加快推进农村房地一
体确权登记发证，标志着农村集体土
地确权登记发证步入新阶段。

《通知》 指出，各地要以登记发
证为主线，采用符合实际的调查方
法，将农房等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建筑
物、构筑物纳入工作范围，建立健全
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五部门下发通知

加快农村房地确权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