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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

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这样的论述表达了对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同与高度自信，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没有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来路，没有来路就没有自己

的根。没有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民族就会混乱。优秀传统文化是

人们精神的皈依，她来自岁月的纵深，不仅仅是一种理性与情感的深

情召唤，更是一种信仰和生命的寄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神话传说到文化创造，历经数千年，风雨如

磐，依然充满活力与生机。坚持本体，开放自身，在空间上不封闭，在时

间上不停滞，鲜活有机、不断吸纳，兼收并蓄，形成了其独有的表现形

态、表达形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浩瀚壮观的奇迹。这是中华民

族，同时也是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是到了近代，由于陷入半

殖民地的境地，我们才渐渐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不再珍爱，开始盲

目崇拜一味追随西方物质性的文化，进而变得轻视我们东方精神性的

文化。

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定是代表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与文

化立场。优秀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从来就是和而不同

的。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在吸收消化外来文化的同时，

我们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民族文化的可贵之处、优秀之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现时代”的、正在进行时的、能作用于当代中国

发展的；同时也是“超时代”的、将来进行时的、能作用于民族子孙后代

未来灵魂建构的。譬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建立的仁、义、礼、智、

信至今依然是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需要我们去对接，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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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我坚信，作为曾

经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定会

在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中留下自己的深深足迹，成为推动时代进步，构

筑人类文明家园的重要力量。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时代，这是一个更新换代的时代，各种价值观、

伦理观、生活方式如万花筒式的呈现，促成了代际差别。时代更新之

快，像滚石下山，裹挟着一切，越来越快地翻滚，让生活眩晕、惶恐不

安。在这个背景下观察文学，它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似乎显得有些

绵软无力，像是时代的旁观者，但它也在这样的背景中急骤变幻。

不知在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抒情，那种绵延的、贴近心灵的、舒缓而

美好的情感不再从文字中呈现，那些闲雅、节奏从容的文字从我们的

视野开始消失……

我们的文学有着数千年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所创造出的诗意境

界，这个文学的传统是充满灵性与神性的，在自然与人的精神相通处

升华出审美的境界，也是中国艺术最高之境——天人合一。这是人与

自然的最高相遇。但如今，这样的传统正在丢失，自然如水一样从文字

的石缝间漏落，那种对于自然崇敬而富诗意的描述与发现，不再激发

语言的潜能与它无穷的可能，我们转过身来面对的只是人类自身甚至

只是身体，我们正从这个世界的广大走向狭小，欲望化的叙事像洪流

一样淹过了这个世界无尽的丰富。

离开自然，我们丧失了天地观、时间观以及敬畏感，不再寻求永

恒，只求及时行乐、娱乐至死。

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的世界——我们在强大的利益与科技

主义驱动中，以一种近似疯狂的速度，滑到了这一低地泥淖。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只有紧紧守望传统，只有坚持变中不

变，坚持追求文学作品的深刻、精湛、经典，我们才不会进退失据。

我相信，自然是人无法舍弃甚至忽略的，它是人的来与去的最终

归宿，我们恣意糟蹋随意索取，无异于自掘坟墓。而关于自然的文字，

则是心灵所需要的，我们只能从自然中寻找真正的安宁。因而，做一个

传统文化的坚守者，在这个年代更需要勇气与胆识，守旧也许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先锋。

我不太认可“历史文化寻根”的说法，在我的散文写作中，我写历史，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它的气

息，它就在我生活的时空里，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历史文化在我只是呈现事物的一种工具，它不是

目的，通过它我找到现实与过去的对接，把我们看不到的事物延伸过来，我在乎的是从前的气息，我

感觉到了这样的气息场，我要把这已经虚妄了的气息表现出来，把这种存在再现出来。我还在乎的

是这一过程所表现出的时间的纵深感，也就是说，我还是不能摆脱生命意识，这是超越自身的更宏

大的生命意识。人类在传递生命，当然还有传递中的文化，作为一个诗人我对此不可能不敏感。

文化只有与个体的生命结合她才是活的，那些活在每个心灵之上的文化才是我能够感知的。否

则，它就是知识，是脱离个体感知的抽象的文化知识，这样的写作是知识传播，而非文学的性灵抒

写。

所以我的历史文化散文不会有完整的历史，它们是断续的、跳跃的，历史永远是跟随人的心灵

意志的，或者是时空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抽象出来的象征符号，我要表达的是心灵史，是消失了的生

命的现场。我只要抓住自己的一种感觉，一切都会在这种感觉中展开。往往在写作中，我会重新发现

历史，特别是民间的历史。这与行走和阅读有关。如果只是躲在书斋里，就很难有新的发现。人类活

动留下的一切痕迹从广义上说都是文化。

我们说民间是一个文化宝库，它不是空洞的。从对待生死的观念和态度上来说，不同的文化主

要从这里被区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巫师，像纳西族人的达巴、藏族人的喇嘛，这些神职人员都是

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者，也是集大成者。洞庭湖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区之一。楚文化主要是巫

文化。虽然这种文化表征消失了，但流淌在我血液里的鬼气仍然是区别于中原的地域文化特征。这

种文化曾让庄子醉心过。我在《复活的词语》中写到过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对于人性的不同态度。这是

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文化。

在我家乡给亡人做道场的时候，道士和尚的吟唱所想象的冥界，有很博大精深的东西。譬如对

生死的认识、对生命的感叹，都是非常深刻和令人震撼的。我们的悲欢不过是前人悲欢的延续。我们

都在以同一种语言表达。我搜集到一本唱词，年代不详，其中有招魂一篇，形式与屈原的《招魂》完全

一样，但内容不同。那么它与屈原的《招魂》谁在先？谁影响了谁？我相信屈原写他的《招魂》不会全无

依傍，何况那时正是巫风盛炽的年代，招魂是当时最普遍的祭祀活动。这部唱本用到的词是非常古

老的词，已经在现代人的视野之外了。（我们的《诗经》也是民间诗歌的一次收集，它却流传2000多

年，影响了无数代人。）我在《生命打开的窗口》一文引用了一点。正是这种生命共同的幻灭感让我们

与过去接通。

这是从宗教方面而言的。我的家乡信奉的是泛神论，相信万物皆有灵。地方上的神灵多种多样。

从小我就受到它聊斋式的故事的影响。生出的幻想也无穷无尽。没有哪种文学是能完全离开宗教

的。这一切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回老家去寻找过营田窑。营田，岳飞屯兵的地方。那些大量破碎的陶片，拼凑出一个年代生活

的趣味。你通过它，可以看到时间深处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你是能与历史对话的。还有汨罗的罗

子国，一个神秘消失的国家。我就寻找过罗子国移民的去向，并有所发现。我也通过它对中国历史上

的大迁徙发生了兴趣，譬如客家人的迁徙，我写的文章《迁徙的跫音》《客都》都是关于客家人迁徙

的。我写的是这些人心灵上的苦难。还有岳阳的张谷英村，它含有太多传统文化的精华，值得写一部

专著，从它建筑的形制与家族伦理，从整体布局与人的自然观生死观，从造型艺术与生活的态

度……一个人的意志为什么能传递几百年而不变？这种文化现象本身值得思考的东西就很丰富。你

可以通过它探测到时间深处的体温，复活一段真实的历史。我只是很粗浅地写过一篇文章。

怀古是文学的母题。美术大多喜欢画古旧残破的东西，很少去画新的建筑。因为那上面有时间，

有岁月。我可能是有很强怀旧感情的动物。我常常借传统的建筑——那种四合院、坡屋顶，自然紧贴

于大地上的房舍——建立起的人伦的温暖，表达痛惜之情。我对消费时代物质至上时代怀有很高的

警惕。人类的贪婪，市场经济正在极力激发与鼓励这种无止境的物欲，生活变得越来越奢华，这会毁

掉我们生存的环境。向过去追寻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田园牧歌，我认为这正是现实的需要。

我们需要在敬畏传统的基础上对待传统文化，开拓和挖掘其中最优秀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相接轨，和21世纪的民主、法治、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结合。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注入活力和持续动

力。而迎接一场世界性的、并不逊色于历史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作家是可以也

应该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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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我

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众多方面来讲，优

秀传统文化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对于延

续民族血脉，建设精神家园，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性。

文化传统仿佛是一条不竭的江河，源头在

过去，而一直奔涌流淌到今天。中国历史悠久，

传统文化丰富厚重。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

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作为惟一延续至今的

古老文明，仍然蓬勃葳蕤，老树新花，显然与这

种文化中强大优异的基因有关。在强调文化自

信、弘扬中国精神的今天，更是有充分的理由认

真传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理念、智慧、气度和神

韵。

文学写作，是一种发抒情感、表达思想的文

化行为。如古人所言，“诗言志”，其最本质的属

性之一，便是借助语言艺术，通过审美的方式来

表达具体的价值诉求。那么，传统文化中许多

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思想、伦理道德观念，足

以成为历久弥新、生动鲜活的精神资源，滋养今

天的写作者。

这个话题所涉的内容广大浩繁，远非一篇

随感性的文章能够承担的，那就用举例说明的

方式略作申陈。这固然是一种讨巧的做法，但

却未必就难以触及神髓。既然主旨是探讨传统

文化资源的化育作用，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苏东

坡，他堪称是优秀传统文化哺育出的文艺巨

匠。他文学成就巨大，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无所

不精，著作宏富，才高盖世，冠绝千古；在外在事

功方面，他关心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力主轻徭

薄赋，在从宫廷到地方的不同职位上，包括在漫

长的贬谪生涯中——他曾经自嘲“问汝平生功

业，黄州惠州儋州”——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致

力于改善民生，革除弊政，传播文化，建树颇多；

他的内在人格魅力尤为令人称道，亲切、温暖、

乐观、旷达、幽默、潇洒、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刚

正不阿、放荡不羁，为一代代的人们传诵不已，

无比钦羡。

苏东坡其人、其事、其文的种种生动精妙的

构成和表现，背后都有着传统思想资源的鼓

荡。他所处的北宋时代，正是儒释道三教合一

成为主流思潮、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鼎盛的时

期，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佛家的普度众生、道

家的委任运化，都给予他丰富深刻的滋养，成就

了他卓尔不群的人格。现代作家林语堂在其

《苏东坡传》中对此有出色的描写。这些足以证

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的卓异品质、强大生命力

和化育功能。

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稳定性，以及

其作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为丰富的精神谱系

的特质，使之代代传递，赓续不已。讲仁爱、重

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等，构

成其核心思想理念。它们也内化为千百年来古

代文人们的价值追求，在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地

表达。以诗文为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

其犹未悔”（屈原），是以生命呵护高洁理想的沉

痛而决然的表白，“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杜甫），是为深陷苦难的百姓掬一捧悲悯同情

之泪；“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

飞），是抵御外敌收复山河的爱国主义激愤呐

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郑板

桥），是借吟咏竹石表达了对于坚韧勇毅、不屈

不挠的精神人格的向往……这些源自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和情怀，成就了漫长岁月中一代代

的诗人作家，同样也能够为今天的写作者提供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情感资源。

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里并非全称

判断，需要大力传承弘扬的是优秀传统文化，而

不能不加区别照单全收。不能因为当下强调文

化自信，而对传统文化中的弊端放松警惕，甚至

相反，以丑为美，将毒素当作营养。对传统中的

腐朽没落的东西必须要辨识清楚，予以提防规

避。因为涉及范围太广，只能举例说明。如就

人伦关系而言，传统文化中就有不少谬误。如

《论语》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理想

的君臣伦理，到了后世随着专制皇权的登峰造

极，在现实生活中演变成了“君教臣死，臣不得

不死”。高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命无保障

人格无尊严更是可想而知。主体人格普遍丧

失，臣妾角色、人身依附观念成为主流意识形

态，压抑个性的结果，便是扼杀了创造力，既不

利于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

因为国家是由个体组成的。正是因为深刻认识

到这一点，上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

大钊大力倡导要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认为未

来理想社会正是“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结

合。

判定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内容具有正向的价

值，应该予以传承和弘扬，首先要看它与人类共

同认可信奉的价值理念是否契合。这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尺度。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

发言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

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其后，他又在多个场

合阐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表达了这一超

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这无疑是

明白无误地宣示，我们是承认人类文化价值的

普遍性的。讲话清晰地指出了对待民族传统文

化的正确态度，确定了十分明确的取舍标准，就

是要坚定不移地传承传统文化中那些能够体现

人类共同价值、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优质内

容。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库存中，这样的珍宝

可谓俯拾皆是。如民本思想，从上古《尚书》中

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周代《易经》中的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从战国时代孟子

的“民为贵，社稷轻之，君为轻”，到明清之际黄

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直延绵不断。

在君主专制的漫长封建社会中，它尽管难以真

正实现，却始终是一股掣肘制衡的力量，哺育了

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

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

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探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时，必然会面

对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在今

天，全球化让世界成为一个村落，技术的发展带

来物质生活的高度趋同化，这样的背景下，文化

愈发需要彰显个性，文化的独特性也倍加引人

瞩目。与此相关联，一个并非新鲜的说法也获

得更高的出现频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

界的”。怎样理解这句话才是正确和恰切的，

有必要加以认真的分析辨识，因为不同的解

读可以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其实，“民族

的”也分不同的情形。有些东西固然为某个

民族所独有，但显然不会成为“世界的”，难以

被文明世界认可和接纳。如一些民族曾经有

砍头祭祀的传统，当然是民族的，但无论如何

说也是属于野蛮的陋俗；中国满清时代男人留

辫子女人裹小脚，也堪称是一道独特的民族文

化“景观”，但显然无法推广。不能以所谓珍重

文化独特性的名义，来保护那些落后腐朽的东

西。只有在蕴涵和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的

前提下，文化的独特性才真正具有意义。实

际上，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国，

传统的重负和惯性今天仍然很强大，某些负面

东西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应该清醒

地认识到，强调坚持文化自信，强调传承中国

精神，都是有限定的，是在开放前提下的守护

和继承，是在拥抱先进价值前提下的兼容并

蓄，而不能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抱残守缺，夜

郎自大。

一个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的例子，值得引起

我们关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英国作

家奈保尔，在其三度探访印度的纪实体作品《印

度三部曲》（包括《幽暗的国度》《受伤的文明》

《百万叛变的今天》）中，对印度文明中的种种弊

端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它们羁绊了

印度的发展，使这个庞大的国度长期以来仿佛

置身在幽暗的阴影中，虽然这种由种姓制度、宗

教沉迷、对本能的无智识的生活的肯定等等所

构成的文明形态，可以说是极具独特性的。奈

保尔深入位于孟买的亚洲最大贫民窟达拉维。

“达拉维的矛盾从各处朝我涌来，混乱疏离、

悬殊的贫富差距也许令人不悦和感到威胁，但

很多人在面对它时，更愿意相信其本质饱含诗

意的‘波西米亚’风情而非‘贫穷’。他们认

为‘印度的贫穷仍是个浪漫的概念，它们构成

了这个国家独特性的一部分。’”奈保尔对此并

不认同，他认为贫穷就是贫穷，和浪漫无缘，而

和苦难、无奈、绝望相邻。他从中看到了“一个

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

奈保尔的思考值得中国作家借鉴。作为今

天的写作者，也需要以这种客观、冷静、理性的

态度，看待丰富而复杂的传统文化，该继承的继

承，该摒弃的摒弃，经由创造性转化，将那些真

正具有生命力的情怀、思想等，化为作品中的骨

骼和血脉。

如果说以上侧重于从传统文化的内容层面

进行辨析，指出其复杂性和应对策略，那么，有

一种关联相对来说要更为明确清晰，那就是在

艺术表达方式的层面，要向中华美学精神充分

汲取营养，它们也是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的一

项内容。在这一层意义上，“越是民族的，就越

是世界的”这句话，更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争

议最少。它们更多是指向审美方式、艺术形式

等方面，凸显了方法论的价值。很多民族形成

了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表达方式，它们都被

证明是有效的、独具魅力的。如日本文学中的

“物哀”理念，体现在川端康成的许多重要作品

中；如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马尔克斯等一

批拉美作家，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一

系列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尤其如此。悠久厚重的历史文

化，孕育出了独特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表达手

段。中华美学精神丰富而博大，仅仅在文学领

域，就有《文心雕龙》《诗品》《艺概》《人间词话》

等一大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形成了深

刻精妙、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以及鲜明形象、

具体生动的修辞技法和方式路径，在其指导下

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中华美学精神穿越时

空、恒久而鲜活的生命力，也体现在现当代不少

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从鲁迅、老舍、沈从

文，到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传统美学元素让他

们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也成为他们的艺

术魅力的重要来源。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向传

统美学充分学习和借鉴，以期能够更加生动有

效地书写当下的生活。

在保持自己充足的文化自信的同时，以虚

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东西方形形色色

的先进文化；在向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敞开怀

抱的同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

出来的精神果实，给予一种格外的眷顾和呵

护。一个今天的汉语写作者，应该拥有这样的

认识、这样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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