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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的危机

几千年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沿
着不同的轨迹各自独立发展，在宋明之
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一直
占据着领先地位。工业革命后，西方各
国的硬实力火速进步。此后，西方势力
逐步入侵东方，并将其文化理念作为普
世价值输向全球，东方文明遂呈弱势。

清末民初， 仁人志士为图强而求
新。当时的知识分子抛弃了中华传统文
化， 并希望将西方文化完全植入中国。
因此，在20世纪的神州大地，尊重、熟谙
国学者几乎寥寥无几。无可否认，当前
国内的著名高校并无一家以复兴国学
为开校宗旨，某些院校更是昔年反儒反
孔的阵营。

“中国梦”绝非中国版的“美国梦”。
目前，文人、学者已明白了这一道理，多
数高校也已开始重视国学。然而，高校
师生很难抛下前辈、老师的指导，追根
溯源，客观公正地研究经传原典。晚清
以来， 文史专家们在解读儒学经典时，
往往会出于政治需要， 刻意做出曲解，

又或是缺乏旧学基础， 只得望文生义。
譬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
于《周易》，其中的“行”字是“德行”之
“行”（名词）。本应读作去声xìng（古音
为hèng），但令人遗憾的是，今日的专
家、教授通常都将“行”字解作“运行”之
义，并将之读作平声xíng。 这类错读、
错解经典的事例在当今中国不在少数，
以至于今天的国人，抱着振兴国学的志
向，却不知国学究竟为何物。

正确解读国学经典的核心内容

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无疑要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
时代性。古人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民间
启蒙读物确乎有着与新时代、新社会不
相协调的糟粕。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
管他人瓦上霜”等，告诫大众不要多管
闲事， 更不可嫉恶如仇……时至今日，
这些旧式观念带来的弊端日显。 因此，
不应将古人留下来的一切书籍视为经
典，并对之学习、推广。那么，在当前形
势下，应该如何迈出回归传统文化的第

一步， 让大众树立正确的国学价值观
呢？其重中之重，就是要告诉大家：国学
是什么、国学的核心是什么、国学经典
到底说了些什么。

无论历史上的哪一时期、 哪一流
派，都认为国学的核心是经学。“儒学十
三经”是国学的核心内容，而“十三经”
又以《诗经》、《孝经》为入门之书、必修
之课。“诗” 是一切文学的源头，“孝”是
全球华人的集体信仰，读懂《诗经》、《孝
经》，才有资格品读其他典籍。

近百年来，《孝经》一直都不曾受到
应有的重视。至于《诗经》，却是妇孺皆
知、流传广泛。其中，《秦风·蒹葭》被改
编成情歌《在水一方》， 流行一时；《周
南·关雎》中的“窈窕”一词经常被拿来
形容女性优美的身材；《邶风·击鼓》中
的名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更是21世
纪中国人婚礼上的常用誓词……但是，
这些诗句的真实含义却与大众的认知
相去甚远。事实上，“在水一方”的伊人，
绝非美女，而是老翁；“窈窕”原指房屋
幽深，其含义与“苗条”毫不相干；“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本是男人与男人之间

的约定……由是观之，解读经典，必须
坚持三项原则：一、以先秦字义解先秦
文章；二、对古文的阐释应符合当时的
民俗民风、社会背景；三、通解全篇，不
可断章取义。

弘扬国学应寓教于乐

青少年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青
少年爱上国学， 中华传统文化才有希
望复兴。然而，当代中国的青少年自身
面临的课业负担、 升学压力已然过于
沉重， 我们不断地呼吁要为青少年减
负，假如强迫青少年阅读、背诵那些晦
涩难懂的古籍、论文，势必会降低他们
对国学的兴趣，甚而会引起逆反心理。
故此，传播国学文化，最好能以青少年
喜闻乐见的行文方式解读经典， 让他
们在轻松、 愉快的心情下接受传统文
化的洗礼。

令普通人特别是青少年懂得国
学、爱上国学，才能真正有效地普及、
复兴中华文化。通俗的、寓教于乐的国
学，才是大众的国学，才是更有生命力
的国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所在
我这里所谈的传统文化主要是狭义的， 文化是最

低层、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思想，而思想包含着两个
方面：一个叫价值取向，一个叫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则
影响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可以用“社会人生”来概
括。中华文明源于对忧患意识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
价值取向就是社会人生，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先
贤们在建立思想体系的时候，“是思以其道易天下”，思
索着、 思考着用他们的大道和思想观念去改变天下。
《周易》中有一句名言，叫“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体现出中国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的
终极目标是为了完善社会、完善人生，用今天俗话说，
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用什么思想去体现社会人生呢？儒家强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道家追求“性命
双修”（修人的人性、人的自然之性和人的生命，而达到
一种真人天人、至人的境界），佛家提倡“法身慧命”（把
人性最光辉的部分呈现出来）等等，足以证明中国文化
向来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即灵与
肉）的关系的平衡与和谐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

人自身和谐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从个人自身的和

谐做起。 个人的和谐是组织和谐乃至社会和谐的基
石。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互为联系。中国的儒家经
典著作《中庸》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强调人的
感情和欲望都应合乎分寸，不走极端，这样社会才和
睦、安定。也就是说，每个人自身心态平和、清静、朴
实、自然，不浮躁、不功利，这样自身的和谐就形成，而
个人的和谐能影响周围的人和事，进而促进整个社会
的和谐。一般来讲，人的和谐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人
的价值，人的主体性问题；第二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
是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第四是德行的问题。也就是
说，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意识彼此是相互的关系，要自
然协调、和谐，顺其自然，才能实现价值、达到和谐。马
克思说，所有的存在都是为我的存在。什么是为我的
存在？就是跟我这个主体不能相脱离的存在，对我来
说才有意义。

用先贤哲思点拨我们的心弦

中国古人用“国之四维”，比喻民族、国家的四根道
德支柱。这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
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孔子

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肯定古代人的学
习，学习的终极、学习的目的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今天也有很多做学问的，学习多是
做给别人看的，多是追名逐利的。所以说，儒家就是为
己之学，就是一种忧患意识，就是一个“几希”的呼唤，
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关注，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是， 人与人的关系。 这也是古人认为很重要的一个问
题。我们能不能很好地定位人生，能不能活得快乐，或
者说能不能幸福， 很重要的就是看你怎样处理人与人
的关系，个人的和谐即直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
家怎么跟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呢？《说文解字》 跟我们
讲，“仁，亲也，从人从二”，从字上写仁这就是“二人为
仁”，它的本意就是让人培育仁爱之心，建立良善和谐
的人际关系。

今天， 主要想把中国传统的文化智慧呈现出来，
借用先贤的哲思和我省新一轮思想解放和进一步改
革开放的有利时机点拨我们的心弦，提高我们的精神
境界，净化我们的心灵世界，构建和谐个人内心世界，
有利于促进社会形成和谐、生机勃勃、政通人和的良
好局面。 （作者单位：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

我省文化产业正面临激烈的竞争， 要保持在全国文化产业
第一方阵，需要扬长避短，实施“龙头”战略，以品牌驱动重振“文
化湘军”。一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保证重点。政府投入的文化产业
引导资金和战略性新型产业项目，应主要用于扶持龙头企业，培
育新兴品牌，不撒“胡椒粉”，形成“企业主体、市场驱动、政府引
导”的长效机制。二是实施差异化发展，突出特色。选择有湖湘特
色和市场号召力的“湘字号”品牌强筋壮骨，避免市场竞争的“同
质化”，让文化产业在市场细分中实现“错位式”发展。三是整体
把握，分层实施。优先发展广电、出版、演艺等领域的优势品牌；
加快发展网络新媒体、 数字出版等新型产业品牌； 提质发展会
展、文化旅游、湘绣等传统产业品牌。
（作者为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品牌中心主任，“为改革
攻坚献策”重大决策咨询智囊团专家）

推进基层文化
治理体制现代化

王绍华
对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市县文化行政体制

改革亟待深化。对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整合现行“扫黄打非”
办公室和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将其设置于市县党委宣传部。整
合后设置于党委宣传部，不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便于协调文
化、公安、工商、城管等部门关系，提升工作效率，实现治理合力。
二是彻底实行文化体制“小政府大服务”。凡是涉及文化、新闻、
出版、广电行政职能的应悉数归并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三是依
法厘清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机构和文化市场执法机构关系。
文化市场执法机构行政执法务必得到各级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
政机关授权，并接受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机构的执法监督。四
是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用法人治理建设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
开、事企分开、政资分开改革。 (作者为怀化市社科联主席)

（以上稿件由“改革金点子”征集活动办公室提供）

孔子提出君子有三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当
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全面转型时期，摆在党和政府
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每个公民特别是共产党人都保持“三
德”的道德风，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我们的使命神圣。首先要在建党10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其次要在建国100周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者要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后要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完成每一项使命，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到那时，人人
都有出彩的机会，个个都可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的责任重大。 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与
记者见面会上提到了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对民族的责
任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对人民的责任就是
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对党的责任就是“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
用。责任源于使命，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思考“入党为什么”、“为党
干什么”？扪心自问“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始终清醒认
识到：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和勤务
员，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要把人民群众当主人、当亲
人、当恩人。责任体现道德，作为普通人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个人
品德高尚；对家庭负责，有家庭美德；对组织负责，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对社会负责，有优良的社会公德。

我们的担当可敬。作为党员干部，担当是一种政治品质。要
以勇于担当为社会凝聚正能量，一要敢于亮剑，弘扬正气，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二要深化改革，维护正义，通过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达到实质公平；三要抓好落实，促进发展，
将宏伟蓝图实现好。四是要履行职责，造福百姓，“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同时，要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担当、崇尚担当的良好氛
围。

诚如“责任中国”发起人代表、曾在湖南和黑龙江等地担任
过领导职务的曹志斌先生所言：爱心无限，责任伟大，大家齐心
努力，共同承担起时代赋予的责任。他倡导大力宣传行善积德中
华文化，弘扬助人为乐精神，培育诚信友善风气，鼓励大家敬业
奉献，塑造文明和谐社会环境。让我们每个公民尤其是党员干部
都做好“责任中国”的一员，修“三德” 、明使命、负责任、勇担当，
尽职尽责为国为民做好事、服好务。

（作者系湖南省委党校教授）

正本清源，复兴中华文化 空林子

以人的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谢先江

改革金点子

让品牌驱动
成为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引擎

欧阳友权

思想者

明使命 负责任 勇担当
艾医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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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成于上，俗形于下。正在开展的第
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涉及范围
广、领域宽、层次多、数量大，情况复杂，
任务艰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都要把自己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摆
进活动中去，使每个环节、每个方面都示
范到位”，领导干部要以此为标杆，在教
育实践活动中始终走在前列。

把思想摆进去，认识深人一层。领导
干部要带头破除思想障碍， 充分认识活
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要做“明白人”。
当前， 仍有少数领导干部对活动的认识
存在偏差， 有的漠不关心， 有的浅尝辄
止，有的敷衍了事。学习教育是活动的首
要任务，只有把中央和省委精神学习好、
领会好，活动开展才不会偏离方向。各级
领导干部要带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多
学、深学。二要做“掌舵人”。各级领导干
部是活动的组织者、推进者、参与者，要
把教育实践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时刻记在心头、抓在手上，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指导、把关，不搞“权力下
放”，不当“甩手掌柜”。三要做“引路人”。
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是扎实推进活动的重
要法宝。各级领导干部要以从我做起、向
我看齐、对我监督的态度，变“给我上”为
“跟我上”，作好表率，潜移默化，努力形
成同频共振、上行下效、整体推进的良好
局面。

把问题摆进去， 查找严人一分。坚
持问题导向是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大亮
点， 领导干部要带头把问题摆进去。第
一，听取意见接地气。当前，少数领导干
部听意见还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有的
表面虚心诚恳，实则听不进去；有的听
得认真，忘得很快。领导干部要坦诚倾
听群众呼声和期盼， 鼓励群众讲真心
话、提真意见。第二，开展批评触灵魂。
有的领导干部在开展批评时私心太重、
顾虑太多，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
“表扬与自我表扬”。领导干部要勇于自
我批评、诚于接受批评、敢于相互批评，
始终实事求是、出以公心。第三，整改落
实动真格。领导干部要以“抓铁有痕”的
狠劲带头整改落实， 重点对征求意见、
交心谈心、专题民主生活会等环节查找

出来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类，进一步聚
焦“四风”问题，一项一项整治、一个一
个攻坚。

把责任摆进去，标准高人一等。领导
干部要常思量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高
标准、严要求把活动抓紧抓好。一要以担
当的精神抓活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
手”光自己做好还不够，还要带头开门搞
活动，防止意见听不到、问题找不准；要
多深入联系点调研指导， 真正让干部群
众看得见人、听得清声，防止“形式大于
内容”。二要以刚性的要求抓活动。领导
干部要充分发挥指导把关作用， 以严的
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确保活动基
本环节不缺少、重点要求不变通、措施目
标不走样、活动主题不偏离，防止以创新
动作代替、弱化、简化规定动作现象。三
要以创新的举措抓活动。 领导干部还要
紧密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 精心设计一
些“自选动作”。要带头在务实创新上下
功夫，既不空谈、不浮夸、不务虚，又大胆
创新载体、创新方法、创新手段，不断增
强教育实践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推
动活动向纵深发展。

把工作摆进去， 实践先人一步。活

动成效如何， 最终要靠工作来体现，领
导干部要带头把工作摆进去。一要防止
“两张皮”。当前，个别单位和干部还存
在活动与工作脱节现象：有的只注重完
成学习次数， 而不管查了多少问题、改
了多少作风、办了多少实事；有的没有
与中心工作接轨， 活动效果打折扣。领
导干部要带头做好结合文章，真正做到
活动与工作两手抓、两促进。二要投入
“主战场”。永州全面深化改革和建成小
康社会的任务十分艰巨，领导干部要在
活动中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带头
投身到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建设品质活
力城市、分类推进全面小康等发展“主
战场”，忠诚履职、较真碰硬。三要提升
“执行力”。当前，干部队伍中不执行、乱
执行、慢执行、软执行现象还不同程度
存在。领导干部要以“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气魄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
毅力，在重执行、快执行、严执行上走在
前列、作出表率，以干部队伍的执行力
提升党委政府的公信力，使教育实践活
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作者系永州市委常委 、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

把自己摆进去 把标杆树起来
董石桂

省委教育实践办 湖南日报 主办

党的群众路线 征文

理论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