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前 线 / 2017.02

| 理论前沿 | LiLun QianYan | ▲

主题聚焦·文化自信

在走出去中彰显文化自信
孙 丹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自信和友善，是在21世纪经济政治格局日趋

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中国方案，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这是

中国共产党“四个自信”的集中体现，而文化自信则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战略

将为进一步建立文化自信提供良好契机，促进中华文化的自省、进步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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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自信，是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对自

身文化价值的信心，是对这种文化形态、价值理念

的充分自觉肯定和广泛高度认同，表现为对本民

族文化的自觉、自豪感，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学习

和借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四

个自信”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自信和

友善，而文化自信是这一战略的重要支撑。习近

平总书记在阐述“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时指出：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① 中华文化在走

出去的交往互鉴中则更能够进一步彰显并提升其

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四个自

信”的具体体现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

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

畅想和倡议，得到到访国的积极回应，引起全世界

的关注。2015年 3月 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

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

一路”建设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

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是发展潜力巨大的

国家。在世界经济阴云笼罩的情况下，这一倡议

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道路的形象和信心，得

到沿线60个国家的响应与参与。这对于中国更好

地融入世界、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并成为具有

重要世界影响的大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 21世纪经济政治格局日趋纷繁复杂的背

景下，“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中国

方案，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这一

战略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即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在近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

开放的实践中，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下，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为中

国人民所接受和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经过一代代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

总结，构建出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

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制度，创造出以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为核心、融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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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这

样的政治和文化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

体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经过28年

的武装斗争，中国摆脱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经

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欺凌与奴役，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实现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经过半个多世

纪的艰苦奋斗和改革开放的加速发展，中国由积

贫积弱的以小农经济为主、经济结构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畸形经济而建立起完整的国民经济

体系和比较充分的市场经济体制。2009年至今，

中国一直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0美元以上 ，接近世界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提前实现了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经过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发展、社会整合与文化再造，

中国实现了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现代转型。进

入21世纪，公共文化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

福利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

显著提高，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并预期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奋斗，中国在融入世界

的过程中，海纳百川，学习借鉴各种文化，创造了

令人自豪和自信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理论、社会制

度和文化。因此，“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中国传统

开放之路的重新起航，是20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的

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水到渠成，不仅关乎中国

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而且对未来中国具

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概括起来说，“一带一路”是

中国共产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的产

物，是中华民族更全面融入世界、为世界文明作出

新贡献的战略之举。

文化自信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

要支撑

“一带一路”战略常常被称为“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包含了双重含义：一是经济走出去，在经

济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

更好、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二是文化走向世界，在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借鉴、吸纳不同文化的

精华，并以中华文化、中华智慧丰富人类文明。文

化要顺利地走向世界，必须要乘着经济实力的翅

膀；而经济“走出去”要获得成功，必得仰赖文化软

实力的坚固支撑。

“走出去”的成功实施既需要取得国际社会对

中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同时在国际大家庭中，中国

也需明确文化坐标，完成中华民族身份的自我认

同。这样双重的“身份认同”，才能最终成功地“走

出去”。外部认同和自我认同都离不开文化自觉

和文化认同。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

的自我认同经历了情感与理性的痛苦审视，当代

中国的文化自信是经历了对民族文化的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和自我批判的艰难过程而建立起来的。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古

老而灿烂的文化，曾经为人类贡献了以造纸术、火

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为代表的文明成果，极大地

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近代以来，在世界

历史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跨越的时代，后

发的中国在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逻辑的西方工业

文明面前，遭遇了巨大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

思想文化界从道统与器物之争，深入到对中华文

化深刻却是片面的批判和反思，全盘西化还是固

守传统的交锋持续了一百多年，此消彼长，至今仍

有回声。与此同时，西方工业文明在20世纪百年

间也经历了重重困顿，两次世界大战使发达的工

业文明遭受重创，以侵略、掠夺为目的的野蛮战争

也给世界上众多所谓落后民族几乎带来灭顶之

灾，促使后起民族扬弃资本主义制度，转而寻求更

先进的社会制度，形成风起云涌的世界社会主义

运动，也引发了西方世界对工业文明的持续批判

和反思。

进入 21世纪，持续几百年、已进入后工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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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工业文明再次产生了系统性的深刻危机。近

年来，西方世界发动的局部战争持续不断，却仍然

难以摆脱国内外经济政治危机。在此背景下，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以建立和谐世界、合作

共赢、守望相助、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崭新价值理念

引起世界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发展阶

段、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战略的这一重要价值理念凸显了源于

经过百年来深刻自省而产生的文化自信。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建立在深刻的文化

自省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的。当代中国文化是中

华五千年文明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呈现。以儒学为

核心内容，儒、道、释融于一体的价值体系，以及实

事求是、开放包容、经世致用和与时俱进的特性品

格，构筑了中华传统文化体系。近代以来，以孙中

山民族、民权、民主的民主共和理念和振兴中华为

代表的思想文化，“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

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

革”①。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和发

展的革命文化，以及对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思想

文化的碰撞吸纳而形成的改革开放进取的文化，

不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中，融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共同构成了当

代中国文化，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动力。

正像马克思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尽管经济基

础决定和制约着文化的形态和性质，但是文化又

内在于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一旦

生成，就会从深层次作用和影响经济、政治活动。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改革开放 30多年经济社会

发展奇迹中应运而生的，显现了当代中国开放的

胸襟和大国的担当，彰显了中国智慧和当代中国

文化的魅力。

“一带一路”战略将促进中华文化的自

省、进步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一带一路”的愿景旨在团结互信、平等互利、

包容互鉴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共赢。在“一带一路”

建设的八个合作领域中，第六项为“密切人文交流

合作”，这为沿线国家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奠定了法

律基础和框架，也为中华文化进入新的开放和发

展时期开启了新的航程。“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

关系首先反映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文化关系虽

然是建立在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之上，但是文化在

发展经贸关系乃至政治关系中会起到隐秘而又不

可替代的作用，早已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不同国

家深厚的文化传统，记录和见证了不同民族历史

上的友好交往和密切联系，正是以历史文化记忆

铺就了从历史通向现实和未来的道路，使今天的

国家关系和经贸发展、文化交流互鉴更加顺畅、更

加必要。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也为建立文化自信提

供了实现中华文化自省与进步的良好契机，这其

中既包括文化思想的飞跃，也包括制度文化的创

新和民间文化的提升。中华思想文化博大精深，

然而历经几千年的沧桑，精华与糟粕并存。全盘

西化论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或故步自封的全盘

肯定，都封堵了文化发展与变革的道路，是自卑和

自大的文化心理的反映。在不同文明的交往中，

有勇气、有信心拿来、借鉴、自省而鼎新革故，正是

文化自信的最高体现。

文化自信是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一

种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生命之树常青，源于其不

断自省的勇气和不断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2015

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提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① 习近平：《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作出彪炳史册的贡献》，中国网新闻中心，http://www.china.com.cn/news/2016-11/11/

content_396833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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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指出了实现文化自省、文化

自觉，建立文化自信的必要途径。文化的创新、文

明的增长从来都不是故步自封的产物，而是不同

文化之间互相学习借鉴的结晶、交流碰撞的果

实。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具有高度文化自

信的时期，都是对外经贸发达、文化交往频繁、对

不同文化高度宽容和与不同文化高度融合的时

期。故步自封的后果既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盲

目自大，也可能在文化交往中形成自卑心理。自

大和自卑都是缺乏对本民族文化的理性判断和价

值坐标，故而也无法以此建立起文化自信，无法实

现文化的创新并保持其鲜活的生命力。

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文化自信既表现

为广纳不同文化的有益思想成分和成果，也表现

为愿意积极地对外推广和分享自己的思想和智

慧。“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众多，发展程度不

一，文化背景各异。沿线不少国家都与中国一样，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但各自的文化形

态、宗教信仰、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差异巨大。实

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文化走出去，必将遭遇中

外不同文化的碰撞。碰撞以后是产生新的思想和

智慧，实现不同文明的对接会通、互利共赢，还是

引发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产生不同文明的误解

和对抗，是对不同文化的考验，更是“一带一路”战

略能否成功实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形式多样、途径广泛。传

统的通过以人口流动与商贸往来进行的被动文化

交流方式，早已为现代化的主动的文化交流方式

所取代，独立的文化交往更为普遍。随着全球化

时代的到来，特别是网络的出现与普及，整个世界

已经联为一体，文化交流更加便捷迅速，国家和种

族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然而，文化交流方式

的变革，实际上并没有消除以意识形态冲突为主

要内容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抗，文化安全成为了

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世界各大强国都把建设文化

软实力视为文化安全的保障，这也为我国文化建

设发展特别是中外文化交往提出了新的课题。“一

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历史

问题比较复杂，中国与有些国家文化差异较大，民

间交往不多，缺乏共识互信基础。中国在致力于

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的背景下，在“一带一路”战略

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在经贸往来和文化交往中的

文化自信不应表现为自大和自恋，另一方面，一般

情况下，文化自信也不意味着完全超越经济、政治

关系而盲目发展文化关系。在“一带一路”战略实

施初期，文化交流应围绕、服从于经济、政治关系

进行，待经、政关系深入后，文化交流才有可能独

立出来，并服务于经、政关系，发挥更大更好的作

用。一厢情愿的友好和交流都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我们在讲述传统中国故事，复原传统中

国爱好和平、友善邻邦、美美与共的国家形象和民

族性格的同时，更要花大力气用中国话语准确刻

画当代中国形象、讲好当代中国故事，讲清楚当代

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苦奋斗历程和对世界和平的

贡献，准确传递出中国和平崛起的信息。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

表时所强调的，弘扬中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

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

造良好环境。如此，才是生动、真实、客观的中国

故事，才能彰显适度的、真正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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