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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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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仓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涉及到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文化

自信，创造什么样的文明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引中华民族复兴的思想武器，是历史和人民

的选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是对立统一的，二者在历史使命和时代主题上，既矛盾又契合，在

民族复兴之路中碰撞、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当今时代的中国，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批判地

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才能推进二者的融合创新，占领理论和文明制高点，不能搞所谓“复归中华道统”或者“儒

家社会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华传统文化; 辩证统一; 古为今用

当下中国，进入了民族振兴和文化复兴新实践，开创了中国思想碰撞和创新的新阶段。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推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热。学术界在宣传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思想的同时，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误读。其中影响较大的，

是复归中华道统论、儒学复兴论、儒家社会主义论、儒家文化领导权论等观点。这些论断集中到

一点，就是哪种思想是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实现二者的结合; 还是

“以儒代马”、“以儒化马”、“儒马并治”? 新时代，根据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传统与现代、过

去和未来相结合的关系，要求辩证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不断推进二者的

创造性结合，才能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复兴的光明之路。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社会背景和实践路径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形态，也离不开对二者关系

的历史追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封

建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

哪种思想体系能够解决这个时代课题，哪种思想体系就可能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 奉行这种思

想体系的阶级及其政党，就可能居于国家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

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序幕中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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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的选择，同社会道路的选择结合在一起。封建地主阶级曾经倡导“师夷长技以制

夷”，推行“中体西用”，试行君主立宪制度，都解决不了两大课题。封建专制制度成为中国社会发

展的障碍。传统思想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不革除腐朽的制度文化的核心病灶，优

秀传统文化成分也难以获得新生。

在先进分子看来，满清王朝专制腐朽，袁世凯尊孔复辟帝制，康有为鼓吹将孔教写入宪法，陈

焕章定孔教为国教，其根源都在于封建思想文化。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发动新文化运动，

提出“人权”和“科学”两大口号，呼吁“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

治”。①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选择下，抨击孔子是“数千年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是

“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② 要破除封建专制，解放思想，必须彻底根

除孔子学说的国家意识地位，扫除孔子之偶像权威。

打倒孔家店，向西方寻求救国方案，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出路。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要么被复

辟帝制所埋葬，要么成为封建军阀的空架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教育了中国人，没有一

个西方强国，会帮助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结果总是先生欺负学生。西学的道路也走不通。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在比较各种主义和思潮之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

思主义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对立思想，成为批判传统文化的理论武器。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

“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苦，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

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③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承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把文化革命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相结合，

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相结合，在打击封建势力的同时，扫荡封建思想和宗法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推进了文化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批判东方文化派，批判尊孔读

经，批判新生活运动，批判《中国之命运》，都是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内容。

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影响革命进程的重要问题。只懂得马克思主

义词句而不懂中国实际、历史和文化，易犯教条主义错误; 只懂中国历史和文化，而不懂马克思主

义，易犯保守主义错误; 即便懂得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却不知将二者结合，也易犯政策和策略

上的错误。中国本位文化派攻击共产党，恰恰指责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

国。中华民族振兴和文化复兴，需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而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也

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实际上，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没有抛弃中华优秀文化的传统。他们心怀“修齐治

平”的情怀，具有内圣外王的远大抱负。他们爱国爱民，具有家国同构的责任担当。他们放眼世

界，誓言改造中国与世界。他们知行合一，具有经世致用的品格。他们秉持“苟日新，日新，又日

新”的信念，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

中前进，在探索民族复兴之路中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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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革命成败经验的基础上，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

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批判和总结历史遗产。① 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撰

写了《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创造了毛

泽东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引中国赢得民

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以革命实践为支撑，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传

统文化观。在构建什么文化问题上，把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文化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上，强调把共产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宣传，同国民

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方针区别开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方法问题上，强调批判地继承传统文

化，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糟粕; 反对盲目照搬和全盘排斥。

毛泽东根据时代主题对传统文化做出新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

范。如用“愚公移山”表示革命的任务; 用“正名”思想阐述革命道理; 用实事求是解释党的思想路

线; 用“过犹不及”考量统一战线政策; 用“智仁勇”三达德表示共产党人的品格; 用“礼仪廉耻”警

示党员干部的道德等等，这些都是科学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案例。在实践方面，《甲申三百

年祭》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逼上梁山》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重审历史、创造新文化的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是涉及社会形态整体的综合工程。结

合中国革命实际，继承民本传统，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遵照中

国历史传统，在单一制国家中，创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农民的土地要求，推进土地改革和

合作化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延续中华文化血脉，强调中国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承续睦邻亲邻的传统，构建平等、团结、友善的社会关系。围绕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

富强的国家，新文化建设承载的文明程度，跨越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局限。

从中国道路的历史选择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指导社会

前进道路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与哪种政治力量、哪种主义相结合，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前

途。中国传统文化与袁世凯、张勋相结合，沦为复辟帝制的工具，其表现是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

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走的是复古独裁的道路，其表现是封建法西斯

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胡适奉行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相结合，结果贬斥为“五鬼”( 贫穷、疾

病、愚昧、贪污、扰乱) 闹中华，其表现是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共

产党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走上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上推进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是中国近代以来未有之变局。毛泽东

指出，自从学会了马列主义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伟大的人民革命“已经复

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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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①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的复兴，

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复兴，而不是复古主义的“文化复兴”。马克思主义与中

华传统文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指明新方向，开辟新道路，创设新制度，创造

新思想新文化。这是历史的逻辑、社会发展的结论、党和人民的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价值和理论取向

当今时代，仍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当今世界仍处于两种社会制

度并存和竞争的时期。和平和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产物。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仍然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才能建构起当代中国社会形态发

展的骨架。分析社会结构，驾驭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创造新的思想文化，构建和谐社会，都

必须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离开马克思主义，重走西方道路，或者走复古倒退的旧路，都不是当代中国应

该选择的人间正道。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这是构建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框架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精神生产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马

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当代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前

提和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硬实力，决定思想文化层面上层建筑的软实力。以经济、

科技、军事实力为支撑的综合国力，是民族复兴的根本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文

化复兴的前提和基础。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题、内容和条件。中国梦，以中国

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为支撑。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道路。离

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离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也就没有中华文化复兴的可能。在此基

础上，文化复兴与民族振兴互相促进，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邪

路和封建复古的旧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为指导，而不是搞新自由主义和儒家社

会主义，更不用说儒家占居文化领导权。这要求吸收传统文化与中国道路相适应的因素，而不是

与之相悖的因素。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指出:“一切科学理论研究的价值不在于短期的实用，而

在于文化建设。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文化! 没有科学理论就谈不上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③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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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1949 年 9 月 16 日)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编辑部:《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光明日报》2009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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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脉和文明源泉。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是实现

民族振兴必须解决的问题。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为世

界文明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民族创造的各种思想文化，是“根本”和“灵魂”。当代中国的

社会理想、道路选择、制度设计、文化建构、内在动力等，都不能割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历程中走出来的，是从近代以来探索两大历史任

务中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年中华文明中走出来的。正如钱学森所说，祖国历史文化传统，马克

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国家的“立国之本”。①

马克思主义没有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实答案。当代中国社会是从古代中国发展而来

的，其理想追求、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治国理政、生态理念、哲学思维等精华，都可以从传统文化

中找到根源和支撑。比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知行合一，伦理和谐，天人合一等，都反映当代社

会的需要和追求。习近平同志指出: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

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②

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下，坚持中国道路、构建中华文明、谋划中华民族在世界中的定位，是

党必须考虑的长远战略。如何看待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关系，就成为

不能回避的课题。中国走出一条不同西方社会制度的道路，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增添独特的价

值，为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异于西方道路的参照，为解决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

案，为世界外交关系提供中国理念。这些思想与西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丛林法

则、零和游戏等不同。中国文明将与世界文明一道，为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而增光添

彩。

当然，儒家政治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反映等级对立的社会结

构。儒家思想宣扬君权神授、君主臣从，奉行三纲五常、等级人学，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制度、宗

法制度、等级制度。这种政治思想，与社会主义方向和核心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当代中国，等

级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家族主义、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等腐朽因素仍然存在。即使是传统

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也要与具体的问题、事件、人物、言行相结合，不能全盘照搬照抄照转照做。

不讲条件，生搬硬套，寻章摘句，不学精髓，甚至买卖学问，自欺欺人，既没有出息，也没有前途。

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出批判，古为今用，为当代中国社会健康发展服

务。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是对立统一的。二者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批判和服务的对象

不同，建构的社会形态不同，终极目标不同，阶级基础、经济基础不同，教化方式和核心价值观不

同，分属反映不同社会形态的思想体系。但是，二者在价值理念、社会目标、社会生活、为政品德、

民族精神、思维方式等方面，又存在契合点。这决定二者在开辟中国道路中，既有碰撞、又须有机

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各自的当代价值，二者不是互相排斥、水火不容，也

不是简单类比、生搬硬套，而是取长补短、有机统一，共同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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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与研究》编辑部:《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光明日报》2009 年 12 月 1 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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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开放包容的特质。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世界文明

发展的道路，而是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华文化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后来形成儒

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各种文化共处与融合。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马

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这两条人类文明的长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交汇。“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植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提倡思想文化多

元化，综合创新，才能创造中华新文明。中华新型文明占据人类文明发展的制高点。在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的综合创新。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着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创造什么文

明的根本问题。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与时代主题相结合，服

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

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

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倡导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在这个指

导原则下，弘扬传统文化、倡导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先进文化的内容之一，而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如果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机，而宣扬“以儒化

马”、“以儒代马”，或者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定儒教为国教，妄图恢复儒家道统和官王学的地

位，其结果也必将导致混乱和失败。

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离开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将会迷失方向、失去生命。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支撑，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为框架，批判继承中华传

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推进二者的融合创新，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占领社会历史规律的制高点、文明的

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文化的制高点。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二者结合的最新成果

2018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推进“四个伟大”进程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

方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发

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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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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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以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以中国道路

为路径、以中国制度为支撑、中国力量为保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举

措，以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共融共建为视野，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动力源泉，以全面

从严治党为保障的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

化基因”，渗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成为其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血脉和营养。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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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规划“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的思想渊源。理想目标定位国家和民族

的发展方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吸收和改造中国古代关于小康社会的构想，剔除其在小农

经济基础之上的空想成分，把它建立在先进的经济基础、人间正道、依靠力量等科学支撑之上。

中国圣贤心怀内圣外王的追求，培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志向。中国古代对大同社会、

大同世界的向往，与共产主义理想相契合。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圣人职志，把马克思

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绘制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

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决定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在什么道路上实现民族复兴，是事

关国家战略全局的根本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发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

统决定的。习近平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

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引中国道路、发展先进文化的根脉; 中国道路

是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逻辑延伸，超越传统文化的时代局限，并赋予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涵

义。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整个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思想资源。体现民本观念的

优秀价值观，是引导中国道路的标杆和尺度。通变传统、革故鼎新精神、社会改良与革命变革传

统，都是不断选择人间正道的文化动因。习近平指出，中国道路，是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伟大实

践中，在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发展历程的总结中走出来的，是

从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③ 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和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资源。建设什么样的国

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离不开系统梳理中国历史上的执政理念、国家定位、

为政之本、公民关系、社会变迁等要素，都离不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大智慧。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诗经·大雅·文

王》讲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是创新理念的思想资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和而

不同思想，“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多元一体精神，蕴涵协调发展的意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二十五章) 的“天人合一”精神，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天地与我

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 的思想，包含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观念。“兼相爱，交

相利”，“仁者爱人”，“博施济众”等富民教民思想，与共享理念相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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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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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 年 4 月 2 日。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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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治理什么样的国家，需要选择合乎国情、民情的国家治理体系。当代中

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

内生性演化的结果。”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借鉴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

“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

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思想，为治国理政提供丰富的经验。“天下为公”、“修齐治平”、“尊五

美，屏四恶”②等治国安邦的思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经验。德治、

法治、教化综合兼备的传统，为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提供启示。大一统传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

脉，是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纽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独特优势。治理国家，要明确谁执政、为谁执

政、怎样执政的问题，这需要正确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

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情怀，体现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次。挖掘“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

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③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为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参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等精神，对塑造“四有”建设者和领导者具有启示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丰富的思想滋养。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

定性因素。培养具有理想信念坚定、政治品德高尚、能力本领较强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建设的根本

任务，也是实现中国梦的组织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政、勤政、为民的思想，为全面从

严治党提供借鉴。习近平在谈到领导干部的素质时指出: 学习和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精华，对于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

兴替; 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 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中国古代倡导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舍生取义精神等，都是值得发扬的。通过学习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提

供雄厚的人力资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新型外交关系提供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实施“走

出去”战略的独特品牌。宣传中国道路，研究中国模式，展示中国力量，介绍中国经验，分享中国

智慧，离不开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打造中国国家形象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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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走自己的路，坚定制度自信》，《人民日报》2014 年 2 月 18 日。
语出《论语﹒尧曰》: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费乎? 择可劳而劳之，又准怨? 欲仁而得仁，又焉贪? 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 君子正其衣

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 不戒视成谓之暴; 慢令致期

谓之贼; 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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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明。关于道法自然、大同世界、仁者爱人、中和泰和、和谐相处等思想，为解决世界人口老龄

化、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全球问题提供中国立场、中国方案、中国思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

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虽大，好战

必亡”等和平思想，为处理新型大国关系，树立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提供支撑。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等民族精神，为提升人类思想道德和精神品质提供智慧。丝绸

之路历史文化与构建“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彰显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共生共长的历史源流。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文明理想。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理念，并为此提供

理论方向、全球视野、经济基础、政治保障和力量支撑，都包含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中国传统哲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有益的思维方法。自然、社会与人相统

一的传统宇宙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契合，为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提供启示。和实生物、和

而不同、治大国如烹小鲜，安危与治乱、全局与一域等传统辩证法思想，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理

念。“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观，为思考中国社会道路提供借鉴。“政之兴废在民心”，“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等民本思想，为牢固树立群众史观提供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价值”

的思考，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供营养。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等观念，为调查研究工作提供指导。

“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历史思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的创新思维，“锲而不舍，金石可

镂”的执着思维，“跬步千里”的量变质变思维，“击鼓催征稳驭舟”的底线思维等，都对制定路线

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思想方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

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它回答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治理什么国家，构建什么社会，培养

什么公民，创建什么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什么贡献等一系列涉及国家和民族发展未来的根本问

题、紧迫问题、大局问题、长远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阶段、新问题、

新使命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二者统一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程，体现于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方方面面。

［责任编辑: 徐功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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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elf － reform: A New View on Zunyi Meeting Spirit Study
Tian Keqin

Abstract: Zunyi Meeting，a great turn in CPC history，is typical of CPC’s self － reform，and its
self － reform spirit can be viewed from why to take a self － reform，what self － reform to take and how to
take a self － reform，which connect CPC’s self － reform with social reform，form CPC’s self － reform
spirit and therefore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hinese revolutionary，especially for CPC’s later
self － reform．

The Abstraction of Northeast Anti － Japanese United Army Spirit
Shi Haiquan Chenjun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of red gene needs combination of times with the abstraction its spirit．
The northeast anti － Japanese united army spirit displays northeast anti － Japanese united armymen’s
patriotism，ideals，beliefs and will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With social development，this Chinese
community sense in anti － Japanese wartime can be given a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and should be in-
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The Hard Struggle Spirit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n Jinggangshan Ｒevolution
Li Fengfeng

Abstract: Hard struggle is the cornerstone of Jinggangshan spirit． It is both an internal need for
new Chinese revolutionary road，and an inevitable choice in hard revolutionary conditions． It is shown
in party members and red armymen’s sharing of hardships and difficulties，and recognized as an inner
political character and value pursuit． Nowadays，to reflect this unique value，it still ha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hard struggle spirit．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rx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iu Ca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volves the funda-
mental question of what flag China raises，what path it takes，what kind of culture it takes as a pride，
and what kind of civilization it creates． Marxism became the ideological weapon guiding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was the choice of history and the people．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in unity of opposites． On the historical mission and the era theme，they are bothcontradictory
and compatible，colliding and combining in the road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latest achievement in the integration of Marx-
ism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times of China，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ul-
tural construc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ritically，taking its essence and discarding its dross，using the past for the present，bringing
forth the new，and realiz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radi-
tional culture can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two，occupy the high ground of theory
and civilization，and avoid the so － called“return to Chinese orthodoxy”or“Confucian socialism”．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Social Changes Motivation in Modern China
Zhang Zhengguang Zhang Xiaohua

Abstract: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idn’t publicize until early 20th century，but it pro-
duced a great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upplied the modern Chi-
nese intellectuals with spiritual，institutional，material and objective motivation and changed China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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