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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以我为主”
学习外国文化的战略思考

罗嗣亮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要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学习外国

优秀文化是无法避免的选择。在经历了“一边倒”地学习苏联文化并产生了一些偏差之后，毛泽

东强调必须在学习外国文化与坚持独立自主之间寻求平衡，应当“以我为主”学习外国文化。这

主要包括:要学习一切国家的一切长处，不能只到一个地方去找知识;既要学习外国文化，又要破

除对外国文化的迷信，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和“苏联化”;学习外国文化要“洋为中用”，

在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下加以中国化。毛泽东对“以我为主”学习外国文化的战略思考及其实践，

对于新中国建构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产生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对于当前我

国文化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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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各国文化早已
无法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使各民族
的精神产品成为了公共资源，各国之间的文
化联系日益紧密。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文化
基础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快速实现现
代化，不得不积极利用资本主义的现代文
化。正如列宁所说，“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
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
义”①。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其现代化

建设就不仅要涉及“古”与“今”的关系问
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涉及“中”与
“外”的关系问题。“一穷二白”的国情要求
我们必须向外国学习优秀文化和先进技术，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面临中外之间意识形态
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如何既吸收
借鉴外国文化的精华又保持本国文化的主
体性，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时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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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我为主”学习外国文化:历史缘
由与现实考量

在开始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初，
毛泽东就提出要对苏联经验加以分析，要
“以我为主”学习苏联经验和苏联文化。毛
泽东指出，“要学苏联，不是硬搬，而是有选
择的学，一定要将一切有用东西都学来，无
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
从”①。此后，中国在学习苏联等其他国家
的文化时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基本原
则。毛泽东之所以提出和坚持“以我为主”
学习外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既有历史的深刻
缘由，也有现实的战略考量。

( 一) 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选择
中国是文明古国，但其现代文化发展存

在不足。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
的社会化大大加强，较之于当时的中国，西
方在科技和文化上的先进性越发明显，学习
西方文化成为千百年来罕见的历史潮流。
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洪仁玕对西
方资本主义发展观念的学习，洋务派的“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
命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和制度的学
习，再到后来的“全盘西化派”，学习西方在
内容上实现了“器物—制度—文化”的演
进，但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在学习西方的
过程中，中国把西方列强当先生，可是“先生
老是侵略学生”②。究其原因，是我们在学
习方式上不能真正做到“以我为主”。“全
盘西化派”显然缺乏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意

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看似“以我为
主”，实则“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方资本主
义现代文化的优长，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文
化本位而不后退半步”③。换言之，“中体西
用”论生硬地将“我”( 中国文化 ) 与“他”
( 西方文化) 对立起来，同时缺乏对于“我”
的科学性反思和发展性理解，在这样的情况
下，许多陈旧的中国传统观念仍被尊为
“体”，而西方的科学理论即使再先进也只
不过是“用”。可以说，缺乏“以我为主”的
科学原则，是近现代学习西方文化难以取得
成功的根本原因。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
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一概念
不仅指向当时的革命实践，同时也指向中国
文化发展。与近现代史上各家各派将中西
对立起来的文化观不同，毛泽东认为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文化要实现深度融通，即要实现
他对“化”字的那种解释: “彻头彻尾彻里彻
外之谓也”④。1944 年 7 月，毛泽东在接受
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时，针对关于“共产党
至上”还是“中国至上”的犀利问题，郑重回
答: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照搬，
对于中国过去和外国的思想文化资源，“我
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
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
长起来”⑤。由此可见，尽管此时毛泽东尚
未提出“以我为主”的命题，但这一命题的
基本内涵已经体现在他的文化思考中。在
毛泽东看来，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现
深度融通之后，“以我为主”的“我”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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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过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
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基于中国实
际并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而形成的“中华
民族的新文化”①。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
族的新文化”逐渐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正
是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
为立足点，毛泽东跳出了“中学为体”“全盘
西化”那样深陷于中西对立的思想泥潭，为
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处理
中外文化关系的正确方式，也证明“以我为
主”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是破解近现代中国文
化难题的最佳选择。

( 二)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考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文化建设必须加快推进。1954 年 9 月，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提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
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②。由此可见，
“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是毛泽东对于新
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要求。1959 年年底毛
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中，首次对“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了较为
完整的表述，即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
现代化③。尽管后来的正式表述中“科学文
化现代化”更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但从
这一思想的酝酿过程及此后毛泽东的接续
思考来看，他始终坚持着“文化现代化”的
目标指向。

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而言，苏联文化显然是中国在这一
时期最具可行性的学习范例。毛泽东在结
束第一次访苏之行时提出: “苏联经济文化
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
建设的榜样。”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
积极推动学习苏联文化，除了中苏之间意识
形态亲近的因素外，主要还有两个原因。其
一，学习苏联文化，有利于加快推进中国文化
的现代化。如果说延安时期那种民族风格、
乡土气息的革命文化对于以农村为中心的革
命工作是非常适应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要
适应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就必
须建设一种更为现代、更为科学的文化。而
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不足，毛泽东十
分清醒地指出: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
承认这一点。”⑤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修改
《论联合政府》一文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
一句话: “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
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⑥苏联文化作为
中国文化建设的范例，不仅是一个社会主义
的范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范例。其二，学习
苏联文化，有利于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
碰撞，促进文化创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
有其独特性，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有
利于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从而推动文化创新。
学习苏联，对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
刻影响。例如在教育领域，创办中国人民大
学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就直接
以苏联高等学校作为榜样。中央人民政府明
确规定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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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①。
在出版领域，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6 年 3 月，
我国共翻译出版各国书籍 23956 种，其中苏
联书籍就有 10544种②。文艺领域同样是以
苏为师。1952 年 11 月，陆定一在文化部举
办的“苏联影片展览”上题词: “苏联的今
天，就是中国的将来。”③

“一边倒”地学习苏联文化，为新中国
初期的文化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但学习热潮高涨后，还是出现了严重
偏差。首先，将苏联经验作为中国现代化的
模板，盲目崇拜苏联文化。对“苏联老大
哥”形象的美化，对苏联经验的神圣化，造成
在诸多领域出现迷信苏联经验和苏联文化
的情况。例如在基础教育方面，认为原来的
高中教科书《生物学》没有体现唯物主义的
知识体系，新编《人体解剖学》和《达尔文主
义基础》将苏联生物学界的主流观点奉为圭
臬，只讲米丘林学说，不讲摩尔根学说④。
在医药卫生方面，对苏联经验和苏联文化的
盲目崇拜也十分盛行。毛泽东后来曾抱怨
说: “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
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
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
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
行，总是苏联第一。”⑤其次，缺乏对于本国
文化的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由于受苏联影
响太深，有的人甚至认为没有苏联的援助，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讽

刺道:这些人“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

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

他说站惯了”⑥。缺乏中国文化主体性，容

易构成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障碍，这对于

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潜藏着危险。

毛泽东历来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因此

当苏共二十大“揭开盖子”以后，他开始严

厉批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错误做法，直斥
“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⑦。在《论十

大关系》中，他在批评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

做法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

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

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

学”⑧。此后，又提出要“以我为主”学习苏

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化。这意味着经过几年

时间的探索，毛泽东对于学习外国文化有了

更为深入的认识，这里的深刻性就在于更加

清醒地认识到走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

路必须“以我为主”学习外国优秀文化。不

学习外国优秀文化，仅凭中国自己的文化基

础难以建设现代工业、农业和国防，更难以

实现“赶超式”的发展。但如果放弃“以我

为主”的原则，偏离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则可

能丧失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这会使中国文化

现代化陷入困境。

二、如何“以我为主”学习外国文化

从 1956 年开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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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一系列文章
和讲话中，论述了如何学习外国文化的问
题，其中蕴含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要在学
习外国文化与坚持独立自主之间寻求平衡，
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以我为主”学习
外国文化。

( 一) 要学习一切国家的一切长处，不
能只到一个地方去找知识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
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三个一切”意味
着:一方面，要全面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
的长处。不仅要学习苏联文化，也要学习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不仅要学习社会主
义国家的文化，也要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对于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我们“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
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
要学习”①。跟 1949 年以前文化领域的各
家各派不一样的是，毛泽东还提出要向发展
中国家学习，“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
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
不能理解”②，发展中国家亦有其长处。新
中国的文化方针，就是要全面学习一切国家
的长处，“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
地方去找，就单调了”③。这表明毛泽东所
理解的“学习”并不是“单向度”的，苏联和
发达国家的现代文化固然要学习，反过来，
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化同样值得学习。

另一方面，要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

不仅要学习外国文学、艺术和语言，也要学

习外国的发展观念、历史地理文化。在领导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十分

重视学习外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发

展观念和实践智慧。他曾向丹麦驻华大使

表示愿意派代表团考察丹麦的农业和合作

社，甚至表示要向人口很少的冰岛学习渔

业，还表示要向缅甸学习种粮食④。毛泽东

注意到日本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而中国却
“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比的”⑤，感叹

中国赶上日本还需一定时间。毛泽东也对

外国历史地理文化表现出浓厚兴趣，终生阅

读拿破仑及法国近代史，启发颇多。在晚年

会见尼克松时，毛泽东提出请美国派历史和

地理教员来中国⑥。20 世纪 60 年代后，毛

泽东还表现出对亚非拉国家历史地理的强

烈兴趣。1961年 4月会见非洲外宾时，毛泽

东表示对于非洲的情况还不清楚，“应该搞

个非洲研究所”，并请非洲朋友协助⑦。

1971年 9月，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

转发国务院出版口岸领导小组《关于收集、

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的报

告，批准重印和翻译出版世界上 100 多个国

家的历史书籍，并计划出版中外编写的不同

版本的《世界通史》⑧。

( 二) 既要学习外国文化，又要破除对

外国文化的迷信，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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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化”和“苏联化”
在现代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来学习

外国，确立健康的文化心态十分关键。西方
侵略者的政治、经济殖民从来都是与文化殖
民同时并举的，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
容易产生崇洋媚外的思想。毛泽东对此十
分清醒，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也不等于
“苏联化”，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中既要学习外国文化又不能迷信外国文化，
更不能丧失文化自信。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毛泽东强
调，中国作为经济文化基础落后的东方国
家，首先不能迷信西方文化，将现代化简单
等同于“西方化”。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同音
乐工作者谈话时，毛泽东批评有的人在外国
人面前直不起腰，“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
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
‘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①。毛
泽东不仅多次在国内会议上讲“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的问题，还提醒亚非拉外宾要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
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
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②在毛泽东看来，
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必然要学
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但从一开始
就要有一种反思精神，努力避免西方现代化
道路在文化层面的弊病。中国的现代化道
路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截然不同，它是一条
和平发展、绝不侵略他国的道路，“中国会变
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③。

现代化也不等于“苏联化”。毛泽东提
出，中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应当破除对苏联的迷
信，切不可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苏联化”。
从 1956年开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后，毛泽东多次警示大家要破除对苏联的迷
信。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在文化层面的弊病
主要在于:一是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例
如苏联的文化政策无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不搞对
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
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
上学的存在”④。毛泽东对此大不以为然，
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提出唯物主义与
唯心主义的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后仍
将长期存在，因此在人民内部应当坚持“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唯物主义与唯心主
义自由辩论。二是价值观上的偏差，即过于
看重物质刺激，忽视精神激励。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快速推进需要最大可能地调动人民
的积极性，苏联比较看重的是物质刺激的调
动办法。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伊利切
夫甚至认为，“物质刺激便逐渐成为对劳动
的精神刺激的增长的源泉”⑤。类似的观点
也体现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但毛泽
东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决不能以这样
的价值观来主导。毛泽东认为: “教科书把
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
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⑥对
于苏联模式的现代化，既要虚心学习，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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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破除迷信，要发扬中国人的独创精神。
总之，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

学习外国文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以我为
主”学习外国文化。

( 三) 学习外国文化要“洋为中用”，在
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下加以中国化

相对于近现代那些倾向于中西对立、体
用二元的文化流派，毛泽东在中外文化关系
上的认识截然不同。他认为，“中体西用”
的观点并不可取，“‘学’是指基本理论，这
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①。哲学社
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是世界通用
的，可以是中国创造外国运用，也可以是外
国创造中国运用，中外文化并不存在“体”
与“用”、“道”与“器”的高下之分。对待中
外文化关系的基本态度应当是“洋为中
用”，这里的“用”并非与“体”相对应的
“用”，而是指立足中国实际，为我所用，在
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的前提下，“越搞越
中国化”②。

在毛泽东看来，学习外国文化有两种方
法，“一种是专门模仿; 一种是有独创精神，
学习与独创结合”③。“洋为中用”显然属于
后一种。这就要求: 第一，要批判地学习借
鉴外国文化; 第二，要将外国文化与中国实
际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要努力实现外国文
化的“中国化”。通过学习外国文化来改进
和发扬中国文化，“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
西”④。这种新的独特的民族风格，从毛泽
东对鲁迅小说风格的高度评价大体可以窥
见其基本特征: “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

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

的”⑤。概言之，这种新的民族风格应当既

蕴含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性格，又与世界文化

发展相呼应，既为中国人所喜闻乐见，也有

利于向世界传播。

三、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和坚持“以

我为主”学习外国文化，是面向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战略举措，这对

于在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坚守中华民

族的精神独立性，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战略定力，产生了奠基性的历史作用，对

于当前我国文化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 要基于本国国情进行文化选择，

维护本国的文化主体性

独立自主地选择外国文化，至少包含两

个要点:首先，应当选择外国文化中优秀的

东西;其次，这些优秀的东西还要适合中国

的情况和特点。如果离开自己的国情盲目

学习外国文化，即使这种文化在外国属于先

进文化，到了中国也有可能淮橘为枳，适得

其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周恩来都多次

强调过。例如就电影来说，它是近代在外国

产生的艺术形式，中国需要学习外国的制造

和洗印技术，但是“在剧本的写作以及导演

的手法上，还要注意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要

注意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特点、中国的风

格……我们不能忘记在农村中还有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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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①。同时，中国人必须自力更生地发
展本国文化，不能对外国产生依赖。在 1958
年 6月关于“二五计划”的一条批语中，毛泽
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
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
命和文化革命”②。“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
援为辅”，从文化方面来说，就是以本国的文
化创造为主，以学习外国文化为辅。这意味
着要更多地依靠本国的力量和智慧，而不是
依赖别国。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以积极学
习外国文化，但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风格和
精神独立性。在文化风格层面，毛泽东虽然
认为应当读外国书，学习外国文化，但强调
这“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
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③。

( 二)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立足中
国面向世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毛
泽东既主张要学习外国优秀文化，又一再强
调要破除对外国文化的迷信。中国既不能
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美化和神圣化，也不能
简单将苏联社会主义文明当作模板。毛泽
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自诩
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却将少数人的幸福
建立在多数人痛苦的基础上，绝非完美的文
明形态，而动辄使用武力，随意入侵弱小国
家，则显然走到了文明的反面。苏联社会主
义文明有其优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处，但
固守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使其缺乏治理弹性，
过于强调物质刺激则表明其忽视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可谓后患无穷。毛
泽东的这些思考富含敏锐洞见，为探索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和新的文明形态奠定了思想
基础，指示了实践方向。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
是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
态”④。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的艰辛探
索和文明形态的艰难选择基础上逐渐形成
的，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苏联社会
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发展和壮大人类文
明新形态，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应
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其一，坚持马克
思主义指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应以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其二，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髓，以和平作为第一位的价值追求。中华民

族历来以和为贵，崇尚和而不同，从未武力侵

略过其他民族。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充分继

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这一精髓。其三，顺应

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逻辑。现代化发展是

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是全人类普遍性和各民

族特殊性的高度统一。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要“以我为

主”，坚定文化自信，也要积极学习借鉴人类

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

( 三) 要“以我为主”学习世界各国优秀

文化，广泛开展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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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实力日益壮大和对外交往不
断扩大，中国越来越需要了解和学习其他国
家的文化。然而，全球文化的流动并不是均
衡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的，资本
主义的全球扩张“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
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
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作
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方面必须
积极学习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另一方面又必
须避免陷入这种从属性。这就要求:首先要
确立清晰的文化主体意识，扎根中国大地发
展中国文化。所谓“以我为主”，最重要的
“就是立足在中国大地上，而不是站到外国
的立场上”②。要清楚地知道，中国吸收外
来文化，目的是为了繁荣发展中华文化，绝
不是为了取代中华文化。其次要坚持文化
建设的自主性，自力更生发展中国文化。毛
泽东始终强调，文化建设应当“自力更生为
主，争取外援为辅”③，“继承和借鉴决不可
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④。这些话直到今
天仍然具有深刻的警醒意义。如果我们在
科学文化方面过度依赖外国，就可能丧失本
国的科学原创性;在人文文化方面过度依赖
外国，则更有可能危及本国的精神独立性。

“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
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
抽薪”⑤，这是相当可怕的。

事实上，是否独立自主或有无战略定
力，与能否全面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是密切关
联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是多样的，它们之间
的差异并不只是先进和落后的纵向差异，也
有不同民族、地域和文化视角的横向差异。
因此毛泽东认为，找知识不要只去一个地方
找，那样太单调了。只去一个地方找知识，
例如只去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只去美国找
知识，表面看来是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的捷
径，殊不知这样的单向度学习，一方面容易
造成对学习对象的依赖，另一方面也遮蔽了
多样性的文化视角。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
处理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关
系，这里的“吸收外来”，理应是全面学习借
鉴一切国家的优秀文化，在更为开放的语境
下展开文明对话，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实现
综合创新。这既是一个促进中外文明交流
互鉴、有利于民心相通的现实问题，也是一
个关系到我国文化自主性和精神独立性的
根本问题。

( 责任编辑:杨霖雨)

·96·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6页。
雒树刚: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 6期。
《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80页。
《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60页。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 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