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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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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创建，文化的创建离不开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继承，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必然在社会进

步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不再

仅仅用经济指标来衡量一切，而且希望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

统文化能够发挥引领社会进步发展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意义研究

赵云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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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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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refers�to�the�culture�formed�and�developed�in�the�course�of� long-term�Chinese�historical�develop-

ment,� and� retained� in� a� stable� form� among� the�Chinese� nation.�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mainly�embodied�in�the�ethical�and�moral�concepts�of�proper�self-cultivation,�kindness�to�others,�gentleman�with�morality,�people-ori-

ented�philosophy�of�dealing�with�the�world,� the�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the�unity�of�nature�and�man,� the�change�of�yin�and�yang,� the�

integration�of�noble�monks,� the� religious�belief� of� the� integration�of�Confucianism,�Buddhism�and�Taoism,� the� artistic� viewpoint� of� the�

nature�of�teacher�and�law,�the�literary�thought�of�integrating�emotion�into�the�scene,�the�agricultural�proposition�of�seeking�stability�and�

pragmatism,�the�emphasis�on�unified�political�strategy,�the�pluralistic�national�concept,�and�so�on.�The�great�rejuvenation�of�the�Chinese�

nation�is�not�only�reflected�in�the�rise�of�economy�and�politics�and�military,�but�also�in�the�cultural�innovation�and�inheritance.�Promot-

ing�the�innovative�development�of�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is�the�need�of�the�development�of�the�times,�the�foundation�of�adhering�to�

cultural�self-confidence,�and�the�important�ideological�nutrient�to�shape�the�people's�correct�outlook�on�world,�life,�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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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世代相传

的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正心修身、与人为善、君子怀德的伦理道德观念，以人为本的处世哲学，天人合

一、阴阳变易、贵和尚中的哲学思想，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宗教信仰，师法自然的艺术观点，融情于景的文学思想，求稳务实的农业主

张，强调统一的政治策略，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念，等等。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体现在经济上和政治军事上的崛起，也体现在文化

上的创新传承。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坚持文化自信的根基，是塑造人民群众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的重要思想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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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概述

“‘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 “文”的引申义较

丰富， 既指人类在发明创造语言文字早期的各种象形符号、

象形文字，也包括后来日趋成熟的典章制度、礼乐书画、文具

器皿等等。“化”本义指事物动态的变化过程，有改变、造成、

生成之意，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中的“化”

即是此意。“文”“化”合用为一词始于汉代，“文化”在汉语中

实际是“人之教化”的简称，其意义是以体现伦理道德、政治

秩序的诗书礼乐教化世人，即以语言或文字来规范人群的精

神活动和物质创造活动，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

说明此词包含的意思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纲常。

“广义”的文化是一种综合概念，它不仅包括知识、信仰

等精神生活现象，还包括人们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能力和习

惯等等。 也就是说，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包括生产活动

过程和生产的方式方法， 由这些生产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

精神产品和社会关系的诸多形式，都属于文化范畴。 广义的

文化涉及人类社会生活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

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几乎囊括了人类的整个社

会生活，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狭

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各种形式，包括政

治思想、伦理道德、哲学观念、文学艺术、宗教崇拜等，以及与

之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仪式活动、生活习惯等等。

概而言之，文化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而创造出来的物质

产品和精神产品，是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的总和，文化是人类历史积淀而成的产

物。 文化的核心是由历史衍生而成的传统观念，其中的价值

观念又占主导地位，文化的内部结构又分为三个层次：物质

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本文将重点研究文化的精神层

面，分析如何创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之精髓。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 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

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礼仪习

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精神品质、语言文字、中医中药、武

术竞技、戏剧舞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科教文艺、建筑园

林、饮食养生等等诸多层面的内容。“传统”的本来含义就是

世代相传，“中国传统文化”简单来讲，其实就是中华民族世

代相传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特征是自始至终都根

植于中国大地，其源头和繁衍的过程都具有土生土长的丰富

的中国元素，融入了古圣先贤及劳动人民的群体智慧，同时

又吸纳了外来的有益因子，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自新能力

强大、浩瀚深邃、生生不息的文化体系，成为中国人安身立

命、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奠定生命的基石和发展的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近现代

社会及当代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伦

理观念、道德思想、行为准则，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已经深

入民族血液，具有强大的民众感召力和公信力，在汇聚人心、

凝聚共识、积聚力量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已凝炼为一种中

华民族独有的思想内涵，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正心修身、与人为善、君子怀德的伦理道德观念

中国向来被誉为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这是因为传统的

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堪称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主要是指儒家思

想学说，基本思想是三纲五常、天下为公、为政以德、德政为

先、修身为本、中庸之道、内圣外王等，其中“仁”又是这一思

想学说的最高境界，另有孝、悌、礼、信等德行规范。 中国古代

思想家不仅把“仁”视为做人的基本准则，作为处理人际关系

的情感要求，还把“仁”的精神渗透于政治运作过程之中，提

倡“仁政”，倡导仁爱之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即是传统儒家思想仁爱精神的体现。

2.2�以人为本的处世哲学

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进退，有进有退”。 此外，还有天人合

一、阴阳变易、贵和尚中的哲学思想，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宗教

信仰，师法自然的艺术观点，融情于景的文学思想，求稳务实

的农业主张，强调统一的政治策略，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念，等

等。 由此衍生出的中国传统哲学有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

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等，无不是中华文化之瑰宝。

3�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而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基本路径。 同

时，优秀传统文化还是滋养文艺创作、优化文化供给的源头

活水，其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将成为文化产业提质增效、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 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新性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和研究议题， 因此，大

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研究如何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

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阐述如下：

3.1�推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发展的

需要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整个世界日新月异，世界

各国人民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流

交锋越来越活跃激荡，冲击着中国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传统文

化和价值观念。 与此同时，当前网络自媒体平台的传播内容

优劣夹杂，质量参差不齐，特别是某些西方媒体所传播的内

容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入较大，而青少年明辨是非

观念的意识还比较淡泊，区分利害关系的能力尚处于薄弱阶

段，青少年如果缺少我国优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其思

想行为极易受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劣质思想倾向和不良道德

行为的影响渗透，因此，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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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可以抵御西方劣质文化的入侵，有

利于引导青少年形成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

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发

展意义重大；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仁爱共济、立己达

人”的人际关系道德规范；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形成“正心笃

志，崇德弘毅”的人格修养，加强心理素质的培养；有利于广

大人民群众提升文化素质，丰富文化涵养。 总而言之，学习并

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足以陶冶情操，正心修身，提高文化欣

赏力，使人知书达理，文质彬彬，明辨是非，遵纪守法，与人为

善，明礼诚信，坚忍豁达，奋发向上，并自觉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的思想文化，形成道德品质优良、行为习惯规范、知荣辱、

守诚信、敢创新的良好品格。

3.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文化自信的根基

“文化再生产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作为生产资

本的文化进行选择。 毋庸置疑，作为国家主流文化的中华文

化自然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本。 这是由中华文化是组成中华

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与升华的品性所

决定的。 ”这就需要我们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珍贵

价值的认识理解，建立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

心，创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果，从而在新时代的

文化建设过程中树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坚持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

不断增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推动中国文化

走向创新，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文

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只有能够理性地、

辩证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 特别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

面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坚持文化自信，从而

提高民族自信，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恰是我们坚持文化自

信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类型丰富，有很多优质内容值

得纵深挖掘及广泛传播，就其类型而言，有诗词、书法、绘画、

曲艺、歌舞、瓷器、服饰、美食、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等不同门

类和不同样式；就其发展脉络而言，每一门类的传统文化延

展性都极强，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故事和历史细节，凝聚着历

史的精华，极具开拓价值。 对这些文化宝藏进行深度挖掘与

传播，既可以拓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维度，领略中华文

化之美，提升知识涵养和审美品位，增进对历史的感知与体

悟；又可以改变传统文化单一、片面、老派的刻板印象，为艺

术创作、历史研究等提供素材和源泉，拓展传统文化符号的

现实可能性。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其内涵丰富深广，有着生生不息

的生命活力和精神伟力，创造出了造福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

文明成果，对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和文化进步发挥着巨大

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

所彰显着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世界各国人民

创造世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维护国计民生等

等提供着有益的启迪和参照。 中华文明在绵延数千年的发展

历程中，始终持续不断地总结经验，凝练中国智慧，推动文化

创新，坚持兼容并蓄，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走出了一条具

有自身文化特色的中国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

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

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夯实了民族自信心和自信力。

3.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塑造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

世界观的重要思想养分

“中华传统文化曾长期处于世界文化的领先地位， 对人

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历史

影响，有着卓越璀璨的价值地位。 ”[3]在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中，那些浩如烟海、灿若繁星的历史文化典籍，那些历代圣贤

们通过身体力行而总结出来的实践经验，都是我国文化宝库

中璀璨亮丽的明珠，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类

优秀的传统文化培养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维系着中华民族的

生存和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价值观积极作用于和谐社会的

建设，同时也有助于世界各方秩序的和谐，有助于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具有中庸哲

学的特点，其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人文主义哲学，它所包含的诚

信、仁爱、团结、和为贵等核心思想，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

步，同时也构建着中华民族普遍的性格特征。 值此经济高速发

展、社会各界积极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

丰富内涵与核心理念， 无疑都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

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是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

重要思想养分，是中国人民能够实现创新发展的智慧源泉，更

是引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精神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伦理道德和人格修养， 如《大

学》一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至善”，并提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

张，其宗旨是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 孔子倡导的“仁者爱

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也在倡导做人的伦理精神。 儒家的崇仁、尚义、

重节的一系列学说，以及道家所主张的不为境累，不为物役，

绝圣弃智，洁身自好等观念，都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对实现

个体价值的向往，这种追求高尚完美人格的人文教育传统，能

塑造受教育者的积极向上的健康思想人格，熏陶其思想感情，

促进其文化素养水平的提升，提高其为人处事的节操和境界，

使受教者形成健康的、正确的、符合中华民族精神和道德理念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并且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进步、

中华文明的持续兴盛有着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4�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极其丰富

的精神内涵、思想观念、价值追求、道德规范等等，不仅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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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

有多大成就。 回望历史，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至强，从来都

不是无所作为、悠闲地等来前途与光明。“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一个“干”字揭开谜底，“干革命”则是更进一步的生

动描述。 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到南昌起义“揭竿而起”，

再到井冈山革命、红军长征、延安巩固发展壮大等等，可以说

担当作为的因子一脉相承、薪火相继。

另一方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善于创新创造同

样是早期共产党人拥有的鲜明品质与优秀品格。 譬如十六字

诀的游击战术、四渡赤水出奇兵的传奇故事等等，无不折射

创新的思维、创造的智慧。 新时代我们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加接近，也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国梦，但所谓“为山九

仞，功亏一篑”，如果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因循守旧、固

步自封，只会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因此越是紧要关头、关

键时期，越需要党员干部既敢于担当，又勤于作为，既勇于创

新，又善于创造。

3.6�党员干部践行延安精神，要求严于律己重操守，清正

廉洁作表率

历史既是清醒剂，也是营养剂。 史料记载，毛泽东同志每

到一处开展调查研究，都是尽量不打扰老乡，即便偶尔在老

乡家进餐，也是如数奉上餐费。 至于著名的“恋亲不为亲徇

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之“三不”原则，更是

贯穿其戎马一生，丝毫不曾突破。 其他如“朱德的扁担”“周恩

来的衬衣”等等，同样说明早期共产党人确实对自己“下手很

重”，坚决不让歪风邪气在自己身上潜滋暗长、肆意蔓延。 诚

然，今天党员干部与革命先辈们相较，物质条件更好了，然而

受到的诱惑也更多了，设若不能坚决、有效地遏制住“心魔”，

势必一失足成千古恨。 正因为如此，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

清廉的告诫绝非空穴来风，要求党员干部任何时候都要严于

律己，切实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绝不能稀里糊涂、浑浑

噩噩，到头来成为令人不耻的昏官、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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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 也被世界各民族所赞叹和仰视，其

影响经久不衰。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人文和科

学创造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有美国学者认为，苏联的科学

技术之所以发达， 就是因为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水平很高，俄

罗斯的文学艺术哺育了一代科学家。 考察欧洲经济的复兴也

会看到人文的带动作用。 ”由此可见，“人文是引领科学的东

西”，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有助于推动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崛起。 在新时代

的背景下，继续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将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为中

国梦的早日实现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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