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文化概念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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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加快
重塑中国社会人文秩序的步伐

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都有其相应的管理模式、机制与之配套和保障。这些管理模式和机制的形成本身，或者说建立某种管理模式和

管理机制的目的，是出于推动这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亦即整个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和价值导向。任何缺乏总体方向和价值导向，或者是

总体方向和价值导向混乱的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长久存在。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秉持的是什么样的理念和什么样的价值尺

度。秉持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就会营造什么样的社会秩序；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就会酝酿和形成什么样的管理模式与机制。

当今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软实力的

比较、竞争、碰撞时有发生，而且还会进一

步发生下去。也只有在比较、竞争和碰撞

中，才能共同推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和

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增强自身的整体

实力、提高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有

一整套支撑自身软实力发展的社会基础

体系。如果从社会秩序角度出发，支撑一

个国家软实力的，其

实就是这个国家和

社会所建立营造的

人文秩序。而这一

人文秩序是否符合

自身国家人文发展

的基本需求，是否在

全球层面上具有人

文发展的引领性，是

否能够在全球资源

配置的过程中具有

吸引力，是否能够调

动和激发广大民众

的能动性，直接决定

了这个国家发展的

未来。

应该来说，无论

是从当前中国所处

的国际地位角度，还

是从当前中国社会

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都亟需加快重

塑中国社会人文秩序的步伐。一方面，从

华夏族群所初步创立的华夏文明开始，中

国社会所秉持的传统文化已经持续发展

了 5000年，已经从小农耕作的文明，逐步

发展形成了大农耕社会文明、农耕游牧社

会文明，以及近代以后逐步开始吸收纳入

的海洋社会文明。整个中华民族也由单

一的华夏民族，发展成为56个民族所组成

的具有共同文化感知的中华民族。中国

传统文化经历了多次大发展和大冲击，既

形成了许多浸入到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

优秀品质，也沉淀了一批劣根性的糟粕，

特别是一些误导误解误读的内容，迫切需

要我们进行很好的梳

理、纠误和规范，以保

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品

质。

另一方面，我们接

触海洋文化的时间还

不长，海洋文化的特

点、特长和特征等，我

们了解不足。特别是

我们现实所运用的农

耕游牧文化，如何学习

借鉴和吸收海洋文化

中的优点，剔除海洋文

化的缺点方面，还显不

足。尤其是当秉持海

洋文化的国家，掌握着

当今先进文化传播载

体时，其文化影响力和

文化渗透力超过我们

时，我们如何在充分认

识的基础上，有效应对，积极感知；如何在

秉持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主动借鉴、积极

吸收。应防止受海洋文化的冲击时失去

自我、迷失方向，再出现或封闭自守、固步

自封，或否定自我、全盘西化的现象和问

题。

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中华文化的伟大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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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社会有序运作，

需要建立健全两个基本的社

会秩序，一是法律秩序，这是

保证社会发展的基础性秩

序，是一个刚性秩序，也是一

个社会的底线秩序；二是人

文秩序。这是基于社会总体

人文需求基础上，所倡导的

人文追求方向，是为实现社

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而形成的

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个实

现社会追求方向的期望性秩

序，具体说，就是思想引领的

制度化体现。

任何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都是以

某种特有的文化表现形式，体现出与别民

族之间的差异。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

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个民族之间，以及

所秉持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融

合，亦或相互排斥、隔阂、抗争和冲突。但

总体而言，始终有一条文化主线，贯穿于

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全过程。这条主线，

就是建立在以农耕社会的人文需求为基

础，儒家思想为主体，辅之以各民族自身

文化特点，相融相合、各具特色、彼此兼

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引领和推

动着中华民族不断进步和发展。

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来看，当

各民族之间团结稳定、互帮互助、荣辱与

共的时候，整个中华文化圈的人文秩序稳

定有序、敦睦和谐，国家富强昌盛、生机勃

勃，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相反，则整

个社会人文秩序紊

乱，整个中华民族内

乱外欺，各族百姓生

活悲惨凄凉。纵览

5000 年中华民族发

展历史，整个中华民

族之所以能够壮大

发展，与各民族之间

的文化尊重、认同、

交融、同化有着直接

的关系。同样，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

不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传

统文明，也得益于与各民族之间，经过长

期交汇，充分交流，最终达成求同存异、取

长补短条件下的文化共识。可以说，中华

民族就是以文化理解、文化尊重、文化交

融为背景而形成的文化为纽带的民族共

同体。所以，就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中华民

族的特征而言，她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

其 1902 年所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之

变迁之大势》著作中提出，后世许多历史

学和人类学的著名学者逐步进行了历史

性、民族性、文化性的论述。而就梁启超

提出时的背景而言，相信他是在审视整

个世界大环境的基础上，以拯救延续

5000 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传

统，以及长期赖以生存在此古老疆域的

各个民族未来发展前途角度出发的。提

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着十分

鲜明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性。而诞生在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上的每

一个民族，都是以各自的文化表现形态，

或多或少地镌刻在中国历史长河的历朝

历代，并曾经和正在不断地上演着永不

落幕的文化曲目。在这个文化曲目中，

生活在疆域面积时大时小的中国土地上

的各个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时而是主角，时而是

配角，时而反串，时而退出，有的甚至永

远的离去……而这个文化曲目的主题，

就是长期形成、彼此认同，共同秉持并持

续发展的中华文化。

所有曾经和正在中国疆域生活、理

解、认同、接受、秉持和创造中华文化的

民族，就是我们的中华民族！

合久必分是人文秩序紊乱、文化力

量衰竭的外在实体化表现；分久必合的

内在根源是文化的凝

聚力、向心力和影响力

的凝聚。任何一个国

家，要始终保持国富民

强、长久不衰，就必须

坚定秉持适合自身人

文需求发展的文化思

想体系，主动全面地吸

收全人类各民族的先

进文化内涵，以创新的

意识和务实的品格，不断建立健全推动

全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人文秩序，以此

营造孕育先进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内在动

力和外在环境，才能使一个国家在世界

范围内真正起到思想引领、经济引领和

文化引领的作用。

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当前中国正

处在历史上第四个气候温暖期。已经经

历的夏商、春秋至汉末和隋唐三个温暖

期，是中华民族和文化孕育形成、巩固发

展、繁荣富强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突

破窗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我们紧紧

抓住第四个气候温暖期这个千载难逢、

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全面弘

扬和大力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重塑适合

当前中华民族总体人文需要的良好社会

人文秩序，切实形成中华民族和中华文

化的强大凝聚力、向心力、渗透力和影响

力，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

华文化的伟大振兴！

中华民族的自立，就是

中华文化的自立；中华民族

的崛起，也就是中华文化的

崛起！正是中华文化，牵引、

拉近、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

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农

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不断交融、碰撞、发展的

历史，也是完善中华文化体系、健全中华人

文秩序的过程，更是中华民族逐步形成并

从容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发展之路。中华

民族能够历经坎坷、百折不挠走到现在，如

果没有深厚的人文

基础和文化基础，没

有广泛的民族基础

和民族包容，决不可

能依然有着强大的

生命力和旺盛的创

造力。农耕社会所

孕育发展形成的中

国传统文化，始终贯

穿和支撑着整个中

国历史发展的过程，

她已成为中华民族

的立足之本和精神

支柱，并也必然成为

中华民族未来发展

的人文基础和力量源泉。如果中国历史

上，未能始终秉持和坚定农耕文明为基础

的中华人文秩序，中华民族可能也不复存

在，中华文化一定中断了！到现在我们的

绝大多数民众依然是秉持着农耕文化特

征，兼有游牧文化的特点，这决定了中国是

一个典型的具有农耕特征的文明区域，这

是我们的国情，也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出发

点。坚守自己的农耕文化基础，其实就是

坚守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未来。

之所以要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在于它是中华民族复兴光大的基础，有

也只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够真正意

义上在当前多元化社会中，最广泛地形成

中华民族的共识；在于

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凝聚作用，调动和凝

聚我们应该也必须依赖

的最广泛的民众力量，

以主动打牢我们整个社

会的民众基础；在于全

面去伪存真地坚决找出

并根除传统文化中存在

的劣根性问题，旗帜鲜

明地倡导传统文化中的

优秀品质；在于充分地

将中国传统文化外化于

规范民众思想行为的具

体活动中去，细化到社

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使得中国传统文化

的具体内容，尽可能使每个人都能认识到、

触及到，防止文化仅仅成为思想意识的内

容而被束之高阁等。这些是一项项伟大的

系统工程，但要真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

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下去、渗透下去，

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人们的自觉

意识和不二行为，成为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要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吸收外来文化的思想精华

中华文化的发展，如果

不坚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不切实夯实自身文化基础，

是没有出路的，更是没有发

展根基的！

不主动有机地吸收海洋

文明的优秀精华，不主动适

应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是

没有前途的，更是没有希望

的！

和正气场。

之所以要主动学习、吸收外来文化，特

别是海洋文化的思想精华，在于任何一个

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自身所处的

环境，而对应和支撑这个民族发展的思想

文化，必须引领整个民族适应新型环境的

需要，否则将处于被动状态，甚至被淘汰；

在于开放性社会中，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

方式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文明与文明可能

产生的冲突和交融，往往需要我们认清对

方文化的本质和特性，做到知己知彼；在于

我们必须在外来文化某些方面领先的情况

下，学会消化吸收和再超越，特别是海洋文

化所孕育产生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在

于我们所承担的带领整个中华民族走向世

界之林的历史担当，要求我们必须海纳百

川，汇集世界民族的先进文化，从而不断发

展和丰富自身的文化。

加快建立健全符合中国未来发展导向

的新型中华人文秩序，应成为推动整个中

华民族发展的必经之路。

从现在开始，按照儒家思想体系的总

体要求，紧密结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从

仁义道德、修养风范、处世待人、为政论道

等基本要求出发，积极形成包括家庭人文

秩序、学校人文秩序、单位人文秩序、动态

人文秩序、为商人文秩序、为政人文秩序等

一系列各种职业性、行业性、身份性的人文

秩序，使得文化这一相对抽象化的人文理

念，具象化地体现在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

各个方面。

在这里，我们要坚决防止把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华人文秩序，停留在看似高大上

的理论界和学术界，而应该使其社会化、具

体化和可操作化，主动避免出现原则性、口

号性、夸张性的人文说教，而真正落实到人

们的具体行为中。同时，高度重视整个社

会人文秩序建设的氛围营造，特别是把当

前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与中国当

前的人文秩序重构密切结合，并广泛运用

非强制性、非行政化的社会舆论、媒体监督

等多重手段，全民化地开展中华人文秩序

重建工作，快速推进整个社会风气和社会

环境迅速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