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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继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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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
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基因，它就在
我们身边，在我们眼睛里，在我们血液
中。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做前导，这
个民族就会没有自信、没有精神。对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其蕴含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新时代文化工
作者，要牢记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
时代文化使命，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
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
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书法是中华文化的载体和标
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应坚定不
移地继承和传扬。中国书法的当代文化
功能，不应局限于纯粹的艺术，不能局
限在书法界，局限在艺术趣味、展厅效
应，而应使书法教育、书法审美融入日
常生活，走进寻常百姓，有效地提炼出
新时代书法文化的精神和活力。

中国书法和文学经典都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集中和体现，只有将书写与
文字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对中国汉字
的整体认知。比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是中
华传统典籍，小楷是古代科举考试专用书体，也是古人书
写的基本字体。我就将两者结合，以小楷抄录汇成 《中华
国学德育经典》 系列丛书的“四书”合集，希望以此方式
传承经典。我学习书法至今已有59年。这59年，见证了中
国书法方方面面的发展。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和实践者，
我切实体会到中国书法的重要文化价值。作为书法家，以
笔胜口，行胜于言。真心希望，能以溯本求源的精神和毕
生实践，让书法真正走进大众生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繁荣兴盛做贡献。

（作者为中共十九大代表，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江
苏省书法家协会主席）

夜幕降临，秋色下的千灯古镇温婉如水。江苏昆山千灯影剧院
内，“小昆班”带来了 《牡丹亭·步步娇》《玉簪记·琴挑》《芦花
荡》《牡丹亭·袅晴丝》 等精品昆曲节目进行汇报演出。孩子们年纪
虽小，技艺却高，眼波潋滟、身段婀娜、水袖翻飞，惟妙惟肖的表
演赢得观众纷纷点赞。

由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昆山市文广新局和千灯镇人民政府主
办的第四届秦峰曲会，日前在昆曲故乡——江苏昆山千灯镇南街古
戏台拉开序幕。在千灯“小昆班”专场汇报演出中，昆曲小传人艳
惊四座，可谓“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

杨欣怡、聂名婕的《牡丹亭·惊梦》如泣如诉，李宇婷、戚雅娟
的 《长生殿·小宴》 九曲回肠，“左盘算，右盘算……奴本是女娇
娥，又不是男儿汉……”《孽海记·思凡》 表演者杨优，系第18届戏
曲小梅花金奖得主。“她们都是千灯悉心栽培出来的‘昆曲小梅
花’。”昆曲老师徐允说，这些孩子是“最美的非遗传人”，在非遗的
保护和传承道路上，她们犹如昆曲雅韵，幽兰飘香。

有着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千灯镇是昆曲鼻祖顾坚的故里，“流丽
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的昆山腔便始于此，被著名昆曲评论家白先
勇誉为“昆曲仙乡”。千灯镇近年通过“昆曲从娃娃抓起”等策略，
在“小昆班”的孩子们身上播种下昆曲梦的种子，让昆曲文化得到
较好保护和传承。2005 年至今，千灯镇共有 24 人获得小梅花金奖。

“小梅花”渐渐长大，绽放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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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小梅花”绽放
□ 刘巍巍

“小昆班”学员表演 （资料图片）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发展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
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你如何看待这“三个面向”？

奚广庆：继承不是照单全收，弘扬不是原地
踏步，尊重不是颂古非今。我们坚持批判继承、
弘扬转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激发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最终还要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实践。这样的文化，一定是面向现代化、
面向未来的。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理解和认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很多
时候也是基于文化的认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面向世界的一种体现。例如，德国前总

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曾用“孔孟之道的党”，来解
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他看来，中国发展的
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继承、弘扬并践行了天下
为公、自强不息、以和为贵等中华优秀文化成果。

记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对世界产生了
怎样的影响？

奚广庆：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化的影响
潜移默化、深入持久。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正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迈进。近些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社
会上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早在 2001 年联合国主持的人类文明对话年会
上，瑞士学者孔汉思就率先提出，中国儒家的

“仁道”和“恕道”可以成为全球伦理道德的基本
原则，引发广泛议论和强烈共识。

以经济方面的例子来说。2008 年的金融危
机，从社会文化层面分析，可以说是行业道德出
现了问题。随后，全球人士呼吁，企业家要提升
伦理道德水平，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担当。这与中
华文化中提倡的君子喻于义，倡导以义取利、义
利相兼的精神不谋而合，正是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的重要内容。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缺乏道德的市
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世界的发
展，要发扬人文精神，开展以文化人，提升市场
主体经济人、企业和政府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
感。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阐述了中国的商业文
明，世界经济治理变革的新思想。

今年 11 月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纳入联合国安全决议。再
次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的广泛支持和中国
文化世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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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广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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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

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

会主义文化。

本报独家对话奚广庆教授，听他阐述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蓄

的强大力量和深刻影响。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您看来，马克思
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怎样的关联？

奚广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
域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形成于 19 世纪的工业革
命时代。晚年他们通过深入阐明人类文明发展的
多样性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性，批判了西方中
心主义，主张各国人民都要坚持和发展自己本民
族和国家的文明。

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之一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产生于 2000 多年前华夏大地农耕时代，那
个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们广泛地探讨了人与人、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古典
的关于现实的人的生存、交往和发展的学问，是
集中表达中国人思想观念、精神追求、生活方
式、风俗习惯、情感样式的观念形态，并成为人

类思想文明发展的一种基本形态。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都是以现实的人为研究对象。它们在长期发展积
淀中形成了一些表述不尽相同的共同理念和共同
追求。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掘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可以举例阐释吗？
奚广庆：我们说社会主义产生于 500 年前欧

洲，表达了当时的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马克
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
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实践土壤并取得伟大成就，
重要一点，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包含着社
会主义理念的基因。

例如，中国人早在 2000 多年前就提出了“大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社会理想，追求小
康社会、大同世界。千百年来，这一理想一直是
中国人追求的目标。其中体现出的社会公平正
义、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理念，正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共十九大报告的结语引述了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句名言，彰显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

又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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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大论断
体现出的民本思想与发展思维，既源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又能在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人的解放、
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核心观点中找到注脚。

记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怎样的
发展？

奚广庆：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和系统总结了
人类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真理性、深刻的历史
感和强大的实践力量。它被那些掌握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吸
收过来、运用起来，与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相结
合，创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
断与时俱进。中共十九大报告与新修订的党章阐
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让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实
践有力地证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
力量，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
活力。

记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
当今时代条件。你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

奚广庆：人类社会不是由许多可以拆卸的零
部件组装起来的机器，而是一个由现实的人构成
的综合创新发展的社会有机体。人吃下去的是粮
食，经过嚼啄消化、吸收成长为骨肉和血脉。

和各种人类文化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也是在综合创新中成长起来的精神文化有机
体。它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一代一代地根植于自

己的思维、生活、社会活动和各种文明的相互交
流中，并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经过不断地
去芜存菁、筛选洗磨、精心滋养和辛勤耕耘，进
而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
色、风格、气派和话语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
系。它是在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里生
长建设起来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坚守。

记者：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现在哪里？
奚广庆：广义地理解，文化可以是大文化的

概念，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例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政治治理文

化。中国共产党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

始突破苏联的教条化思维和僵化社会模式，探索
建设社会主义新路子。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
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这些创新源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认识国情，把握时代，既从
中华文明积累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社会思想智慧与辩证发展
思维获取营养，又汲取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从
而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
和文化。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表明，不读懂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不能深刻理解和阐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成功的奥秘，就不能够增强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坚定自信和历
史定力。

采访人：本报记者 赖 睿

嘉 宾：奚广庆（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前所长、教授）

开栏的话：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共十九大报告，
掷地有声。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自今日起，本报开设“文化自信大家谈”栏目，邀请大家名
家，畅谈如何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