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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的特性

文化是指人类在其历史演进过程和社会实

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反映

了地球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自发改造自然、改

造社会、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和达到的程度。

文化的本意有创造、耕耘、教化，我国自古以

来，使用的文化概念主要从教化的角度定义。后

来演变成与经济、政治相平行的狭义概念。这种

狭义上的文化大致包括了文学艺术、科学技术、

教育传播、社会意识、宗教习俗等这样一些精神

形态的物品和活动。

文化的主要特性是创造性、独立性、继承性

和融合性。简而言之，所谓创造性，是指每一次

文化活动都是一个创造。这是文化的最大特

征。每一场演出都是自己的创作，甚至一个词

语、一个语言范畴，因为有态度、有情感、有温度，

每个人表达出来的都不一样。文化产品不像工

业产品，工业产品是定型化的、标准化的，大家用

的都是一样，文化产品是因人而异、因人的创造

而不同的。所谓独立性，是指文化能脱离其创造

主体而独立存在。文化的价值不是一个物质的

存在，而是以意识形态存在的。文化不随着创造

文化的主体灭失而灭失。有的人死了，他还活

着，他的精神仍然留在历史上，体现的就是文化

的这种独立性。几千年前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

今天仍然是活的。所以我常常给很多学生讲，你

们最大的财富就是你们所创造的文化，一旦为社

会创造了有影响力的文化，你就永远活在历史

中。因此，出版工作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工

作，是一个寿命很长的产业，只要你有经典作品，

就会永垂不朽，千年万年一直传承下去。所谓继

承性，是指文化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延续发展，

下一代人继承上一代人的文化。所谓融合性，是

指文化跟固态物质不一样，容易变异、扩散和融

合。中国是一个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国家，在历

史的长河中，中原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沙

漠文化、森林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海洋文

化等都是不断融合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也使

其具有多样性的特色。

历史已经表明，一种社会文化一旦形成，

便具有像阳光、空气、水那样的性质，成为人

们离不开的公共精神营养品，不管自觉不自

觉、有意识无意识，她都进入人的灵魂之中，

影响终身。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我们要有清醒的认

识，文化精神的沦丧和磨灭是一个民族致命的

内在基因的病变，当其不知不觉发展到“文化

癌”的时候，这个民族的灵魂就被掏空了。所

以，绝不能把文化看成“热热闹闹”、“说说笑

笑”的闲事，用可有可无的态度去应付。那样

做，会毁了现代民族和主权国家的生存的根基。

二、文化的真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从古

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那么，

“一脉相承”的“脉”是什么脉？迄今为止，哲学

家、史学家、文化学者们对这个“脉”的说法有很

多种，有的说是“爱国主义”，有的说是“儒家思

想”，有的说是“国学”，更有甚者说是“天人合

一”、“和合”二字；既没有一致的认同，更没有能

说服人的根据。

1.“爱国主义”说存在的问题。政权不等于

是国家，从孔子到孙中山的“邦、国”都是指“政

权”的范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含义根

本不一样。中国反复上演的历史大剧是：政息而

国不亡、国破而文化存。魏晋至元、清各代，都有

外族政权长期统治，但并未消灭中国文化，反而

被融合到中原先进的文化里，发生了很大的转

变，孔夫子就是在元朝祭起来的。说到底是民族

关系，不是国家关系。

2．“儒学”说存在的问题。儒学总体上是一

个道德学说，企图以仁德教化君子，以缓和当时

的政治矛盾，以图王权的治理更合理。后来的一

些皇帝授意学者推而广之，用于教化不同阶级，

但仍然是伦理学的范畴，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

值观念，而是“治人”的道德规范。

3．“国学”说存在的问题。近代开始有学者

在新文化兴起之时，将面临灭亡的传统儒学改头

换面称为“国学”。我从来没有正面使用过“国学”

这个概念，也反对在党和国家文献里使用“国学”

概念。因为“国学”有很多弱点，一是不能代表中

国历史文化的精神，中国凡兴旺发达时主流文化

都不用儒学，而一些政权没落时就开始用儒学，没

有进步意义。二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马克思

主义文化是不相称的。三是倒退的历史观。从先

秦到宋朝的1600多年间，儒学并不是主流文化。

汉朝奉老庄之学，“独尊儒术”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走向没落的宋朝开始有人倡导儒学，但那时的文

化已经多元化了。元朝开始修孔庙，用“四书”出

题开科；清朝开始兴祭孔，迷惑汉人，高层是信佛

的。到了清朝灭亡，保皇派提出“国学”，其实是封

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最后的“哀鸣”。从“儒学”到

“国学”完全是倒退的历史观。

4.“天人合一”说存在的问题。“天人合一”这

类思想的出发点，讲的是权力关系，“天命”授予

“天子”，是在论证皇帝统治的合理性，是“代天行

政”、“君权天授”的天命观，根本没有“人和自然

和谐相处”的初衷，这种编造的理论根本站不住

脚。把它和当今的“人与自然友好相处”扯在一

起，不伦不类。

5.“和合”说存在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没有

“和平”概念，也没有合多为一的思想。中国自古

信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恃强大、万国来朝

是最“理想”的追求。

因此，我对上述这些论断都不敢苟同，这些

论点没有抓住文化本质，显得缺乏学术勇气，甚

至牵强附会，迎合今天的一些观念，有削足适履

之嫌，歪曲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如果把这些

当相承的“脉”是通不了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格格不入的。

三、中国文化的血脉

我认为，天、地、人三界相区别相联系和阴、

阳、易三态又对立又统一是中国主流文化生成的

逻辑起点。地上而悬者为天、天下而承者为地，

天地之间，天形成了阳气、地形成了阴气，阴阳二

气作用，产生了世间万物，人就是万物里的一

种。由此而发，人的活动、劳动和思维创造就产

生了文化。中国文化因人而生、因人而变、因时

而异、因时而新，都是时空之中的鲜活东西。她

的历史性、现实性、人文性优于其他民族的各类

文化。她没有上帝创世、上帝造人这样的“神学”

逻辑前提，中国文化关怀现存世界、重视今生今

日、尊重世俗生活，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人”而不

是“神”，所以以上帝、真主、佛祖为终极信仰的宗

教文化，在中国始终悬在空中被敬而远之，没能

成为主导文化，也没有成为人们的信仰。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是与人

命、人性、人爱、人情、人伦、人治等相关的人学价

值，体现在八个方面：

第一是人命——敬畏生命。这是中国文化

的很重要的特点，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重

视敬畏生命。从文献上看，《黄帝内经》记载，黄

帝问道广成子，人怎么能活得幸福、快乐、长寿？

广成子的回答主要是内修外养。内修就是修德

养性、顺其自然，宽厚仁德、心态平和，节制消

耗。外养就是要吸收天地之二气，以五谷为养、

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以补精气。中国

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的名医，发明了世界上独特的

中草药和中医疗法，就是我们尊重生命、敬畏生

命的文化观念孕育的。在民间，几千年前就有人

命关天的说法，只要一提到人命就是天大的事

情。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第二是人性——善恶教化。人脱离自然界

之后，兽性退化，人性上升，由野蛮走向文明，这

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当人们自觉意识到文野

之别对于社会的意义之时，就开始谈论人性与教

化的问题，这种文化在尧舜时期已经有见。先秦

诸子百家、互相争鸣那个年代，人性都是热门话

题。关于人性的学说有性善说、性恶说、性善恶

说，还有先天说和后养说。这些人性学说是人的

修养加教化的理论基础。一切修身修德修文的

教化思想都来自这种文化。

第三是人爱——情感世界。这是中国文化

重要的发现和传统。从《诗经》这样的元典来看，

中国的先民有着热情奔放、亲爱友好、丰富的情

感世界。在封建礼教之前，中国人的情感是张扬

的、率直的、开放的。以后统治者“灭人欲”，把情

感看作万恶之源，才将之扭曲。对人的情感的珍

爱，包括爱情、亲情、友情、感情，还有旧情。中国

人特别重视旧情，对曾经经历过的情感生活特别

怀念。这些构成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情感世界，从

最早的《诗经》，到后来的重要文学名著，到当代

的小说，90%的内容是表达情感生活的，这在文

化中特别是文学、文艺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四是人伦——道德规范。这是教化方面

的特色文化。它是从自然界观察来的。日月经

天、四时交替，江河行地、有轨有则，代表着自然界

的轨道、方向和规律。天有这种规律，人也要有行

为规范，以天理论人伦。这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

伦理观念，强调道德修养，礼制、德治、礼教、家训、

族规等，都体现了伦理思想。要注意的是，儒家文

化就礼乐、人伦道德层面的说教，被统治阶级用来

奴化人民，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有许多限制

人们平等自由的糟粕。

第五是人格——讲求人品。《礼记》就有“言有

物、行有格”的论述。格本意是有规格的格子，是

指人的性格、兴趣、气节、品质、风度、能力的总

和。古代人是有等级身份的，每一个等级都有自

己的评判标准；所以“格”实际就是做人的资格的

追求，判断人品的标准，也是人格自我完善的尺

度。当然是指君子的人品。至今，人格塑造、人格

魅力、人格高低、人格底线依然是社会品味人的思

维方式和常用语言。

第六是人本——社会基础。这是接近政治

方面的概念了，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思想。《尚书》

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把人看作社

会基础。《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李世民等历代明君都知道

这个道理，直到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

“三民主义”，把民本思想发展了。我们今天讲以

人为本、以人为中心，都是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

第七是人治——圣人治国。这种思想对当

时社会来讲，有积极意义。古代社会人治文化是

统治者美化自己的说词，文人们把它变成文化追

求。圣人、明君、贤臣、良将、清官、廉吏、义士、乡

绅、尊长、神灵，都是人治思想的文化造出来的。

特别是“清官”，从积极方面讲是表达了人们的希

望，希望有一批这样的人治理国家；从落后的方

面看就是忽视法治。这种人治的文化传统，忽视

法治，是依法治国的思想障碍。现代社会已经抛

弃了这些落后的观念。我们现在讲法治不讲人

治，要民主不要专制，人民的命运自己掌握。

第八是人权——故意忽略。封建文化故意

忽略了天赋人权，只有神权、君权、公权、政权、族

权、家法，不讲人权，这是奴隶社会的文化、封建

社会的文化和统治阶级长期歪曲、故意忽略的结

果。当300年前西方人权思想上升、世界人权组

织形成的时候，中国清政府也不承认“人权”。新

中国成立后也不承认西方的人权概念，使我们在

长期国际人权斗争中陷于被动和弱势。改革开

放后我们对人权概念有所发展，提出发展权是第

一位的，丰富了人权思想。现在，我们是把人民

的利益、人民的权利当成最大的人权来讲，通过

脱贫攻坚解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未

来15年，我们要着重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

保障，用法治保障公民所有的权利。

“信奉人治”、“轻视人权”这两条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缺失，是落后于时代文化的观念的表现，

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被改造成“全面法治”和“尊重

人权”。

四、坚持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所孕育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血脉就是她的人学价值，是科学的先进的，是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

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他是研究通过解放人和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

产主义。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学说充满真理和人

文关怀，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只有抓住中

国文化的这个血脉，才能真正做到中国传统优秀

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解放

全人类的崇高目标一脉相通。

中国有八千年文明、五千年历史、三千年文

化记录，中国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典籍浩

繁、光辉灿烂，在世界原生性文化中堪称举世无

双。中国文化是以人为逻辑起点创造的一种文

化，人学价值为主线的中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础和源泉，是与马克思主义一

脉相通的。这些辉煌灿烂的文化让中华民族的

子子孙孙受益匪浅，也化育成我们民族的精神，

滋养了我们的思想，奠定了东方文明的根基和国

家的灵魂。所以，研究文化传承，是延续我们民

族血脉、增强文化自信、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大课题。这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来研究、分析中国文化，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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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其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版权协会远集坊上的演

讲，2020年6月修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
□柳斌杰

阎晓宏（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

听了柳斌杰署长的演讲触动很大，对“血脉”两个字印象

尤其深刻。署长是学术型领导，他讲的问题和结论还需要我

们很好地消化。

就古籍来说，古籍是要为现代人服务的，既需要有非常深

入的研究，更需要抓住古籍的魂，深入浅出地进行表达，把这些

思想灌输给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使大众能够接受这样一些思

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研究一个问题只有几个人能听得

懂，那我们做这项工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朱 兵（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

怎么全面认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柳先生讲不仅要看到

优秀的部分，也要认识到不足的地方，其中就有与我们现代文

明社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法治的问题，人权的问题。我非常

赞同这个观点，否则我们无法融入这个世界。

怎么跟现代的文明相结合？全国人大对推动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作出了巨大努力，

制定出台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法，

非常了不起的进步。在法治上这就是融人社会、融入世界、融

入现代文明非常重要的方面，体现我们整个传统文化怎么一

脉相承，通过法律制度表现出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在

这个方面大家都共同努力，现在还制定了《公共图书馆法》《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等。

中华文化到底是中原文化，还是包含各地域的文化，在制

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就非常突出。我们讲

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我们用这样一个

国界名称，把56个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一起，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建设紧密关联起来，这是非常大的课题。

徐 俊（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总结以下四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今天的演讲用血脉这么一个词，特别传神，既是文

化本身的特质，还有基因传承传播，尤其是变异扩散和融合，

这些概念都包含在里面。我体会在传统文化方面有一项很重

要的工作，就是要去激活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传统文化的影子，

其实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在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激活。

第二，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就是图书，就是古籍。经典

是不同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那个时期的思想、社会

生活文化的代表或者最重要的载体。而现在说的经典，最重

要的就是文化要走向现代。传统文化要挖掘它的当代价值，

经典对未来生活要起作用，我们要进一步弘扬大众化的东

西。对于现在来说，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更多关注那些能够

在现代的社会文化、人文生活当中继续发挥作用的经典。

第三，结合我们的工作，传统文化的传播要通过读经典传

播出去。通过读经典了解传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路

径。我们去读原汁原味的经典，通过阅读逐渐地去接触，去深

入了解，再去不断延展。

第四，真正要普及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有效地传承，体

验特别重要。阅读加上体验，我们希望孩子多去博物馆看，看

和不看完全不一样，所以从做具体工作上来说，经典的阅读加

上传统文化的体验活动相互配合，再加上全社会各方面的推

动，这些对于我们做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

天地人三界如何在当今的学术概念系统当中能够让西方

人更好地理解。从《周易》《左传》看到的是三界的相互联系，

这个恰好是西方能从中国传统文化里看到的最大启发和亮

点。人如何变成天地间的中介和关联，使他们构成一个完整

的秩序关系。从这个角度讲传统文化，可以让中国思想跟西

方思想有更多相互沟通、理解的机会。

嘉宾评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