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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稳定性的力量无可比拟

记 者：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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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这样的论断？

连 辑：首先，文化自信的提出具有必然性。中国共
产党从历史纵深的角度、人文精神的高度和当前发展的源
头出发，提出文化在中国如何定位的课题。我认为，中共
中央和全社会在这方面具有共识：中国能够走到今天，坚持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都是以五千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和基础。从“三个自信”到“四
个自信”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在整体认识和理论
建设上更加深化、更加成熟、更加科学和更加全面。

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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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断具有真理性。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
赖以生存的精神养分精神养分，，是中是中华文明的全部内涵。离开文
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根基。同时，文化
是一个漫长积累、发展和创新的过程。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的
成果，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的逻辑关系更具
纵深性，更为持久。

再次，经过漫长积累、比选，去芜存菁，目前留存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这些中华民族共同
认可的民族精神、价值理念、思想智慧和道德规范，从古
至今皆为人们所认识、接受和传承。这种稳定性的力量无
可比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再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华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之
一。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不论人生观、价值观、宇宙
观、哲学观，还是道德观、伦理观，都极富智慧，符合全
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国人提出的这些思想理念，与世界上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相比，都具有先进性。在世界文化维
度下，对中华文化进行再认识，可以加强文化自省，提升
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

最后，深刻理解文化自信，有利于增强对理论自信、
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认识。“四个自信”同向而行、相
互影响、相互印证。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
会对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和制
度理解得更为深刻。以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例，儒家
学派代表人物孟子曾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思想；唐太宗李世民亦常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告诫
众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要解放劳苦大众，为人民服务。从文化层面理解，这便是
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延续。

启发民族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记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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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看来，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连 辑：首先不能数典忘祖。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
们对年轻人进行的传统文化教育有所不够，与此同时，西
方的思想、文化、艺术大量涌入中国，影响了众多年轻
人，若不加以校正，他们很可能再也无法准确回答“我是
谁”“从哪里来”等问题。面对这一状况，重拾文化自
信、弘扬传统文化，就需要大声疾呼，告诉国人“我们是
谁”“从哪里来”，然后才能清楚“向哪里去”。

其次，要启发民族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我们不
能沉迷于“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误解，更不能自轻自
贱，忽视自己的优秀传统和文化优势。当下能够葆有文化
自觉的人尚占少数，这就亟需提振大众信心，启发民族性

的、集体性的、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再次，在敞开胸怀、兼收并蓄地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

同时，也要抵制西方中心主义，不能让西方中心主义在中
国文化发展上占据统治地位。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有针对性地增加文化自信，抵制、批判西方中
心主义。

再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哲学、治国理念、
价值判断、道德情操、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等，放诸当今
社会仍然适用，完全可以古为今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多次引经据典，运用古代智慧，说明这些智慧不是死去，
而是鲜活；不是过时，而是适时。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变得
更加多样化，亟需在多元之中立主导导，，多样之中求统一多样之中求统一。。
这就需要确立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这就需要确立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认同中华优如果认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秀传统文化，，自然就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就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记记 者者：：在您看来在您看来，，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

连 辑：我认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国的
一个文化方针。

文化发展不能止于传承。创新和传承既非对立，也不
能割裂。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传承手段。事实上，中华文化
的继承过程便是创新过程。以戏曲为例，如果没有元杂
剧、昆曲，就不会有明清以后的京剧。彼时，京剧是对过
去诸多地方剧种的融合和创新；今日再看，京剧又成了传
统文化。因此，要想真正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就是
手段之一。

对于传统文化，既要忠实地继承，也要根据时代变
化，顺应当下的社会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学画要 “寻门而入”，然后再

“破门而出”。门，就是门派、传统，是过去形成的规矩，
不走门就难成正统；但只有离开门派，才能创立自己。如
果没有创新，就只是“寻门而入”，而未能“破门而出”。
齐白石还有一句话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即一味模
仿，不懂创新，定会没有出路。

创新离不开时代要素。当下社会，审美趣味、生活习
惯都发生了变化，艺术样式也需要结合时代变化，呼应时
代需求。例如，随着声光电等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影响越来
越大，艺术展现的物理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小剧场越来越
多等。社会的发展呼吁具有时代感的创新。

进入品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时代

记 者：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应该
发挥怎样的作用？请结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谈谈您
的看法。

连 辑：中共十九大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其标志是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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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告诉我们，物
质生活问题已大体解决。进入新时代，就是进入一个品质
消费和精神消费的时代。品质消费，就是解决“有没有”的
问题之后，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如果每人都能消费有
品质的生活，那就是过上了美好生活。精神消费，就是在解
决“吃饭问题”之后，要解决“精神食粮”的问题。

如今，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质量要求日渐提升，然而，
文化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产品虽丰，但优质内容匮
乏。这就对我们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工作
者必须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的时代需求，立足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全社会提供合格
精神产品的立场，按照精神产品生产者的角色定位，来重
新审定自身的责任。

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集艺术科研、艺术教育、艺术创
作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我们更有责任、也更需

要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内涵要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内涵，，既需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含既需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含
义义，，也要贴地气地领会当今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消费的也要贴地气地领会当今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消费的
渴求与需渴求与需要。在此基础上，文化工作者以自己的艺术造诣、
责任责任心心、、诚信与良心去创作让人民满意的文化产品。

对对“非遗”要有效传承和发展

记记 者者：：近年来近年来，，很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很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联合
国教科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大众对

“非遗”的关注日益升温。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任，请您谈一谈中国“非遗”保护的现状。

连 辑：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势
头良好。

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是较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的国家之一，也是该公约忠
实的履行者。2011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法》，让“非遗”工作有法可依。近年来，中
国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陆续设立“非遗”保护机
构，壮大了专业人才队伍。

从社会层面来说，全社会对“非遗”的挖掘、保护、
利用和创新，拥有前所未有的热情。这是“非遗”保护和
发展的社会动力源。

同时，一系列保护措施正在实行。例如，通过对“非
遗”名录进行逐级申报和审批，中国目前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
39 项，居世界第一。通过开展“非遗”节庆活动，展演

“非遗”的保护成果，很好地激发了大众的“非遗”热
情，启发人们保护“非遗”的自觉。一些地方还将“非
遗”保护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旅游产业开发和脱贫攻坚
工作结合起来，发挥“非遗”在当代生产与生活中的现实
作用。

当然，当前“非遗”保护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绝
大部分“非遗”项目都留存在中国发展相对落后、位置较
为偏远的基层。这是“非遗”分布上的地理特征。此外，

“非遗”内容客观上也受到城镇化、现代化的冲击。第
二，传承人青黄不接，后继乏人问题较为突出。当地年轻
人难以甘守贫困，对父辈留下的手艺缺乏兴趣和传承动
力。第三，基层“非遗”保护仍然存在“上头热、底下冷”
的状况。政府和专家很着急，但老百姓对当地“非遗”司空
见惯、不以为然。第四，基层“非遗”保护在政策措施上不够
到位，缺乏足够的经费投入和专业人才队伍等。

记 者：面对这些问题，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连 辑：首先要从当前的客观实际出发，处理好“非

遗”保护与城镇化的辩证关系，让两者方向一致，既能扩
大城镇化成果，又能满足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需求。“非
遗”保护不是逆城镇化，不能顾此失彼、以此代彼。

针对后继乏人问题，需要出台更加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确保传承人有稳定的生活和收入，让他们有尊严、有地位。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相对宏观的层面做工
作。例如，进一步完善国家非遗保护政策；通过调研，形成
智库性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方案；开展学
术研究，包括“非遗”基础理论建设、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编
辑、人才培养等。此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在
筹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目前处于审批过程中。

总之，通过这些工作，我们努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及
其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地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对
濒危“非遗”进行及时有效的抢救，不让它们在我们这一
代消失。

对外交流要有强大自信的心理

记 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

连 辑：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我们拥有极其丰厚的素
材和内容。作为人类文明成果，我们的文化不只是中国人接
受，许多理念在全世界也拥有共识。例如，天下大同、以和为
贵的思想，既是中华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当代的美德，不仅对
塑造当下中国有用，对优化当今世界格局同样适用。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要知此知彼。知此，就是要有文化
自信，懂得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
知彼，了解对方的文化心态，在交往过程中消除对方的疑
虑、误解和偏见。

曾经，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自信不足，缺乏强大的文化
心理。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之间的类比为例。两位是身处
同一时代、不同国家的伟大文学家、剧作家。莎士比亚的
著作大量传入中国，显示出英国的文化强势；而汤显祖的
作品虽集诗歌、文学、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于一体，
文学性、艺术性极高，却鲜有海外传播。

因此，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需要拥有强大而自信
的心理，葆有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立场的定力。在此基础
上，再谦虚有礼、讲求方式方法地进行平等交流。

在中国语言文化里，绣花针一直是
轻与巧的象征。绣花针有多轻？普通的
称重工具和称重方法几乎难以测量。就
是这极为轻灵的绣花针，在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邬建美的飞针走线之下，诞生了
极为厚重的湘绣作品。

上世纪 60 年代，邬建美出生于长
沙沙坪镇，这里是有名的湘绣之乡。绣
花是中国女性的传统，在绣乡尤其如
此。一口银针，十个玉指，百束丝线，
绣出来的是世间百态，万物风华。耳濡
目染，邬建美从小就熟悉了这套工作。
起初出于好奇，她会趁妈妈去做家务的
空当，跑去绣花架子上偷偷绣上几针。
偷绣了几次之后，被妈妈发现了，并没
有责怪她，反而跟爸爸夸赞她手性不
错，绣花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也不再
是简单的好奇和好玩。

上世纪 70 年代，长沙县湘绣厂在
沙坪镇上设有湘绣站，镇上的妇女经常
从站里接一点被面、枕套的刺绣活，往
返绣站的跑腿活就让小女孩来做。一
次，妈妈让邬建美去湘绣站送“花”，
再接“花”。没想到邬建美接了一个百
子图被面回来，把妈妈吓坏了。要在被
面上绣 100 个小孩，花费近百个工时，
稍有不慎，不仅工钱没有，还要倒赔被
面、绣线钱。妈妈急得吃不下饭，邬建
美知道闯了祸，但也不肯服输。她虚心
向妈妈、姐姐和邻近的老绣工学习，十
里八乡，会绣百子图的人，都成了她的
师傅。最后作品送到绣站里验收，竟然
被评上了三级，还拿了几十元工钱回
来，全家人都舒了一口气。

1978 年，邬建美选择了从事湘绣。
1979年，她被选入长沙县湘绣厂的湘绣
培训班，开始接受正规的湘绣培训。
1984 年考进长沙市湘绣总厂，成为一
名绣工。

湘绣擅长以丝绒线绣花，绣品绒面
的花形具有真实感，素有“绣花能生
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
传神”的美誉。但不是每个绣工都能成
为大师。

凭着悟性和好学，邬建美胆大心
细，触类旁通。树上的鸟雀、塘里的鸭
鹅、院子里的猫狗，她都会仔细观察，
绣出来的动物形象格外生动，毛发的色
彩也更有层次。平日去公园散步或是外
出考察学习，邬建美最喜欢去观察那些
细节，诸如树皮树疤的纹理、少数民族
姑娘裙子上的图案，有时候也会用相机
拍下来，研究用刺绣去表现的方法。

在邬建美众多作品中，单面绣挂屏
《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后母戊
鼎》《龙虎尊》《虎食人卣》是她的得意
之作。用湘绣表现出 3000 年青铜器的
鬼斧神工，这在湘绣历史上尚属首创。

2007 年，出土于宁乡、我国现存
最大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回归湖南的消
息触动了邬建美：“为何不用湘绣去绣
一幅四羊方尊？”在刺绣过程中，为表
现出青铜器的质感，邬建美运用了8个
色相、近百种色阶变化的绣线，使用掺
针、混针、滚筒针、散套针、齐针等针
法，边绣边混色。而四羊方尊上那众多
类似羊角的祥云勾，只能用一丝线，甚
至半丝线来绣。因针脚短、丝线细、掺
入的色彩多，这幅仅 90×70 厘米的作
品，邬建美历时两年多才完成。文物专
家震撼了，从来没想到湘绣可以绣出如
此逼真的四羊方尊。

2016 年，邬建美取材于中国国家
博物馆镇馆之宝后母戊鼎的形象创作的
湘绣作品《后母戊鼎》被中国国家博物
馆收藏。

文化的传承不是延长或者移位，其
中既有衰减也有增量，有创新，才能有
增量，有积累，文化才能赓续流传。
以刺绣表现青铜器，是邬建美之于刺
绣的独特贡献。邬建美为传承湘绣提
供了增量。

文化自信大家谈

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
采访人：本报记者 赖 睿

嘉 宾：连 辑（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

◎匠心

举轻若重绣青铜
□ 张志勇

举轻若重绣青铜
□ 张志勇

邬建美湘绣作品《四羊方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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