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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佛禅诗几乎贯穿了苏轼一生。彼时，禅宗思
想盛行，恰逢苏轼政治失意、远离朝廷。由此，苏轼
自觉地接受佛禅思想并融会贯通，将佛禅融入自己的
诗作创作。不仅如此，禅宗也对苏诗的思想内容产生
巨大影响，使苏诗具有更为深邃的精神境界和更为洒
脱的人生情怀。

不一般的人生经历让苏轼尝尽人生况味，而佛禅
思想的发展迁移，为他自主接受并寻求禅宗的玄妙义
理提供了渠道。众所周知，贬谪黄州是苏轼人生的一
大低谷，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影响了他的思想。
这一时期，苏轼在创作时大量引用佛禅经典的典故，
如 《楞严经》《维摩经》《法华经》 等。更为重要的
是，这一时期的苏轼，真正地通融佛法，佛学修养达
到较高境界。“乌台诗案”对苏轼的影响甚大，身陷囹
圄的苏轼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身心煎熬，但这也成
为他深入禅宗思想的一个重要契机。正值壮年的苏轼
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人生真谛。黄州这个小地方给了
苏轼一个绝佳的机会去冥想和寻觅。也是在这里，他
在东坡耕田，“东坡居士”由此得名。

传诵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正体现出苏轼思
想的转变。词的上阙追念和凭吊千古英雄人物的风
范、气度，下阙抚古思今，歌颂英雄伟业，发出一声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轻轻叹息，将之前所述
的种种功业尽皆消弭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这轻轻一
叹，给这首词带来了高远深邃的艺术思想与价值，令
人心颤。这也是苏轼词给我们带来的审美享受。

根据自身需要，苏轼在学佛过程中主要吸取了华
严宗“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和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
佛的顿悟学说，形成空静圆通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
主要体现在“乌台诗案”后，仕途的失意、磨难，加
深了苏轼对人生荣辱、悲欢的认识，推己及人，对万
物产生悲悯之情，形成佛家倡导的众生平等的思想。
纵使命运不公，也不能颓废度日。于是，苏轼追求心
性的解脱、灵魂的自由，帮助自己从悲苦中解脱出
来。禅宗一向重视心的觉悟，要求世人摆脱世俗的贪
嗔，倡导在现实生活中“来去自由”“自在解脱”，达
到安心接物、超然旷达的人生境界。

元丰五年，是苏轼在黄州时期创作的巅峰，这一
时期有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壁怀
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等。这些作品抒写出苏
轼悠然旷远、超逸绝尘的人生姿态，表达了他旷然豁
达的性格。

在惠州、儋州时期，苏轼已步入人生晚年，对功
名利禄、利害得失早已抛却身后。苏轼花更多的时间
去思考领悟佛禅的真谛，他的佛禅思想日趋圆融，并
融汇于自己的思想当中，实现了自身生命之于佛禅的
体验，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生命答卷。苏轼这一时期
的创作，实现了对于生老病死之苦的超脱，获得了精
神上的自由，思想也臻于至境。从苏轼的诗作中可以
感受到，一旦人挣脱了世俗名利的捆绑，着眼于精神
层次的追求，就可以超越自我、超越生命、超越生死
的界限。

晚年的苏轼研习三教，创作了许多融汇三教同时
引用佛典和道教典故的诗作，对于儒家入世哲学、
仕与隐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与扬弃。苏轼并不是简单地
引用典故，而是表达了他对佛禅的思考。这一时期，
苏轼以禅宗语言为诗，更具哲理性，思想更深邃。
因为禅宗思想已深入骨髓，融入思想，禅即是我，我
即是禅。

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僧友维林陪伴，可见
禅宗义理对他生命的慰藉。在绝笔诗 《答径山琳长
老》中，他写道：“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
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
笑罗什，神咒真浪出。”这里不仅有对生命“无身则无
疾”这种 《金刚经》 式的禅辩，还有对于生老病死之
苦的超脱，也是苏轼思想臻于至境的表达。

记 者：什么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
义文化”？

韩毓海：毛泽东在 《论联合政府》 中讲到新民
主主义文化时，最早提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提出要建立一个
新的中国。这个新中国里，农民要有自己的土地，
中国要实现工业化，人民当家做主，文化上是民主
的科学的大众的。所以，这句话不是今天提出，而
是在今天再次强调。

对今天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很重要一

点就是“大众的”。“大众的”在战争年代是什么，
是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碗米，送去做
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我们就是依靠
群众的力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现在为什么要重新确认，再次确认？因为我们
要“不忘初心”。前一个阶段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我们确实做到了，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共同富
裕”。经济社会发展也好，文化建设也好，也都是以
人民为中心。

记 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
中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这

一点，您怎么看？
韩毓海：许多作家艺术家可能会说，我们的创

作怎么不为人民服务了？那么，请想一下 《创业
史》 的作者柳青。柳青扎根皇甫村 14年，把自己的
稿费都捐了，最后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
文件发下来，他就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
笑。《创业史》 的主角梁生宝是有文化的。他的文
化，不是书房里摆的琴棋书画，也不是电视上演的
爱恨情仇，而是从土地里野蛮生长出来的、渴望改
变命运而又高度务实的冲动与信念。

我们反观现在，文化生产很多都是流水线。艺
术家就算有再多的作品，多少是反映和表现人民的
心声？当下文艺界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浮躁。浮躁就
意味着没有自由。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人们似乎
可以更自由地创作，但现在真正为人民、为理想的
创作又有多少呢？大多数还是被金钱奴役了。

文化自信大家谈⑧

韩毓海：青年强则国家强韩毓海：青年强则国家强
采访人：本报记者 任飞帆

嘉 宾：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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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对话韩毓海教授，听他阐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讲解青年人如何参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实践。

文化自信是国家强盛的精神力量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
久的力量。您是怎样理解的？

韩毓海：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全党要坚定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而中共十九大报告
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基础上，加入了
文化自信。文化自信这个提法本身就体现出一种自
觉和自信。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这不仅意味着人民当家做主，更意味着在文
化上和精神上站起来。当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经济发展成果大家
有目共睹，但人们的文化自信却没有牢固地建立起
来。人们对中国和人类历史的理解、世界和中国发
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理解等等，并没有足够充分，
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记 者：我们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
韩毓海：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人类活动，都

是社会再生产活动。文化也是一种生产，生产观
念、思想、价值观等等。文化生产牵扯到很多机
构，比如媒体、学校等，都是生产价值观的，如果
出现问题后果很严重。比如政府公信力下降，就容
易滑入“塔西佗陷阱”。这就需要我们植根于当代的
实践和实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建设以来的
文化养分，牢固掌握文化领导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过去5年
中，无论是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还是召
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都是面对新的社会情况，在正确的科学基础
上、深刻的思想基础上和对人类历史的总体把握
上，进行思想沟通，凝聚共识，谋划未来。

2017 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举行
出征仪式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相通

记 者：如何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关系？

韩毓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是共通的。一些人用传统文化来否定

“五四”文化，用改革开放来否定革命文化，这种思
想观念是高度混乱的。

泱泱中华有 5000 多年的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已
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本身最基
本的特点就是天下秩序。天下，就是土地。比如农

民除了在私人土地上耕种，还有公田。这个公田就
是用来养老、办教育、照顾幼儿的。中国人讲国
家，古代的知识分子、治理精英都讲“修齐治平”，
治国之学先齐家。所以，一个大家庭要互相帮忙，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能各顾
各的，不能完全亲兄弟明算账。这就是社会主义与
传统文化相通的地方。

到今天，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深处，依然有很
强烈的这种意识：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庭

要共同过日子。
记 者：传统文化中的“大家庭”观念，是在

农耕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生产
力得到了极大发展，这种观念还有现实意义吗？

韩毓海：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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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大了，不同
的地区情况不一样，经济发展不均衡。中国还有许
多贫困的地方，需要国家的支援。而且，发达地区
与欠发达地区是相辅相成发展的。

小平同志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就提出先富帮后富
的理论。这就是说，我们中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
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折
射，也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

记 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还包含革命
文化，请谈谈您的理解。

韩毓海：什么是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陈独秀

的 《敬告青年》，梁启超的 《少年中国说》，李大钊
的“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毛泽东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
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
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革
命文化就是两个字——青年。由老大帝国变成青年
中国。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寄语
青年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
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
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变为现实。全党要关心和爱护青年，为他们实现人
生出彩搭建舞台。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
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
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

所以说，希望在青年人身上。教书育人这么多
年，我的感受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包括当下的“90
后”“00后”，都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今天的中

国和中国共产党，需要大批专业的年轻人来创造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公共空间。这个文化空间，不
能板着面孔教育，而是要让大家自觉地参与到讨论
当中。

记 者：虽然大学里都有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政
治课程，您觉得现在青年人在思想学习方面最应
注重什么？

韩毓海：许多人认为美国的高校民主、自由，
想让中国也拥有这样的“哈佛”“耶鲁”。其实，越
是这样的学校，越是保守的学校——他们要保卫美
国的价值观，是美国最后的思想底线。

现在高校都有思想政治课，但教学方式和效果
还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空间。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教
育，首要是应该带领学生读原著。不能说我们在中
国讲授马克思主义，学生们却连 《共产党宣言》 都
没认真读过，连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讲什么都不
清楚！大学是研究学术的地方，读书不是读概论，
别人嚼过的馍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考虑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整个西方科学
和人类文明发展的体系中去讲。许多社会科学的经
典著作，从柏拉图到库兹涅茨，再加上马克思的主
要著作，构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体系。不
过20多本书，再加上中国的，也就30本左右。这些
经典应该由最优秀的老师一本一本地讲给学生，与
学生讨论，读深读透。这样持之以恒，我们看看能
得到什么效果。

“以人民为中心”矢志不渝“以人民为中心”矢志不渝

苏轼与禅宗
□ 吉晓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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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山水地图》入藏故宫

故宫博物院日前获捐一幅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文
物——《丝路山水地图》。该文物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
曾流失日本，现由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出资
2000万美元从私人收藏家手中收购，并将之无偿捐赠
给故宫博物院。

《丝路山水地图》绘于绢本之上，幅宽0.59米、全
长30.12米，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的，应为内府使
用的青绿山水手卷。它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

（今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圣城麦加） 的辽阔地域范围。这
幅地图负载了大量原始的地理信息，它的出现以实物
证明了在西方地图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对世界地理，
特别是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已有清晰的认识。全卷共画
出了211个地理坐标，许多丝路上的重要城市，如中国
的敦煌、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阿富汗的赫拉
特、伊朗的伊斯法罕、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都有清晰
的标注。 （王 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