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 ：从古至今，我国许
多思想家都对“中”“和”思想进行
了理论阐释。综合起来，无非是三

个层面：政治层面、伦理层面、哲学
本体层面。 无论从哪个层面去研
判，“中”“和” 思想都贯穿于其中。

因此，有人说，在丰富多彩的中国
传统文化表象之下，“中”“和”是一
条一以贯之的精神主线，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道统”所在。您能从以上
三个层面给我们进行简单解读吗？

文选德： 确实有学者提出过，
“中”“和” 思想是中华文化的 “道
统”。“道统”是一个传统概念，宋明
时代的学者比较重视它 。所谓 “道
统”，无非是说，在中华文明的精神
层面 ， 始终存在着一条一以贯之
的主线 ， 这一条主线保持了中华
文明的独特性 。 历史上的中国学
者 ，主要是儒家学者 ，对 “道统 ”论
述较多 ，但儒家的 “道统 ”是一个
相对封闭的 “道统 ”，对儒家以外
的思想不够重视 ，甚至有所排斥 ，
这与我们所说的 “道统 ”不一样 。
我们所说的 “道统 ”，应该是一个
开放性的 “道统 ”，不但要与儒家
之外的各种学派思想对话 ， 同时
还要与世界上的各种优秀文明进
行对话 ，在交流中保持特质 ，在进
取中追溯以往。

“中 ”“和 ”思想作为中华文化
的一条主线， 主要体现在政治、伦
理 、哲学本体论三个方面 。简单来
说，“中”“和”思想的精髓就是追求
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和谐状态，

“无过无不及 ”。 落实在政治思想
上，就是追求社会的公正、和谐；落
实在伦理思想上，则是要求培养一
种平衡的德性人格；落实在哲学本
体论 、宇宙论上 ，则是追求宇宙万
物 、阴阳气化的平衡 。《中庸 》所说
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就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包含天地万
物在内的平衡和谐 。当然 ，这并不
是说，中国人在历史上早就达到了
这种“中”“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
人所说的“中”“和”，既是一种哲学
思想 ，更是一种社会理想 ，它需要
无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作出持续
不断的努力，才能从一个又一个不
同程度和不同水平的中和境界最
终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
和境界， 也就是社会的均衡发展、
人格的光辉灿烂、宇宙自然的和谐
共生 。时至今日 ，我们是否可以这
样说 ，中国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作
为核心的思想文化，在其形成和发
展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与其它思想
对立统一， 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并
和其它学说总是处于和而不同的
局面之中。但不论在哪个范畴哪个
层面，又都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
间 ，而这条主线 ，应该说就是 “中 ”
“和”思想。

“中”“和”思想是贯穿于中华文化始终的
一条主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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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路径和切入点
———文选德谈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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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我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标志性
成果———《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和”
思想研究》日前正式出炉。在有关座谈
会上，专家学者们高度评价该成果“源

于地域，超越地域；走向主流，引领潮
流”。那么，该课题研究有什么背后的故
事？“中”“和” 思想有什么深远的源流？
有什么深刻的内涵？有什么重要的现实
观照？湖南日报记者就此专门采访了课
题首席专家、省委原副书记文选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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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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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目的， 在于探讨 “中”、 “和” 思想与当代
和谐社会建设、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契合点1

湖南日报： 祝贺您！《中国传统文化
之“中”与“和”思想研究》是我省首个国
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由您领衔省
内十来位专家学者、 历时三年潜心研究
而成，洋洋70余万字，其价值一定非同一
般。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课题的基本
情况吗？它最明显的特色在哪里？

文选德：《中国传统文化之 “中 ”与
“和” 思想研究》 是全国社科规划办于
2012年5月下达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
托项目， 我从接到委托任务之日起便有
一种如履薄冰之感，一刻也不敢懈怠。一
来这是我省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
托项目，完成情况的好坏关乎整个湖南社
科界的声誉；二来省内外、国内外许多专
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要想超越前人有一定的难度。好在省委宣
传部高度重视， 省社科院党组积极配合，
省社科院、省委党校、湖南工业大学等单
位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尽心尽责， 不辞辛
劳，历时三年、数易其稿，终于有了现在这
样一个还算拿得出手的成果。为此我是十
分欣慰的。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反复
谋划、不断打磨，我们的成果应该说具有
一些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研究架构的系
统性。我们首次从历史溯源、理论阐释以
及当代启示等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

之“中”与“和”思想进行研究 ，既注重源
流的考察，也注重理论的诠释，更注重现
实的观照，还是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综合
性的。其次是研究视野的开放性。我们将
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置放在百家
争鸣、三教并立的背景下进行研讨，涉及
到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诸多流派， 在研究
当中综合运用了历史学 、哲学 、伦理学 、
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的研
究方法，学术视野还是放得比较开的。再
次是理论阐释的独到性。 我们分别从政
治层面、 伦理层面以及哲学本体层面等
三个层面对传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
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阐释，建立起了
“三位一体”的、较为完整的解读体系。最
后，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观照现实
的针对性。 我们的成果尽管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之“中”与“和”思想的再研究 ，但
却并没有拘泥于纯粹的学理研究和史实
考据， 而是将其置放于党中央高度重视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经验和智慧的大
背景下进行研讨， 主动承担着理论与现
实结合的历史使命，努力探讨传统“中”、
“和” 思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契合点 ，这
也是我们从事这项研究的初衷或者说主
要目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的研究还
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的。

湖南日报 ： 在汉语词汇中，“中”、
“和”二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构成了一
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按照德国哲学家海
德格尔的哲学命题“语言是存在之家”，
是否意味着这两个字承载了中华民族源
远流长的文化生命？ 而中华文化浩如烟
海、博大精深，无论从哪个方位去切入，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描述，都难免陷入“管
中窥豹”的窠臼。以“中”“和”为“舟”来
“渡”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海”，是否为
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路
径和切入点？

文选德：文字是人类的足迹，是人类
社会特有的行为方式， 其中蕴藏了人类
社会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在汉语词
汇中，“中”“和”二字出现的频率之高，本
身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
心理，那就是追求和谐、平衡，反对对抗、
对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从许多具体的
典籍、文本中发现，关于“中”“和”思想的
论述，几乎是无处不在，甚至在甲骨文 、
金文中也不断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中
国古代思想的演变， 经历了一个非常复
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冲突，也
有融合，但归根结底还是融合。如春秋战
国的“百家争鸣”到西汉的“推明孔氏，抑

黜百家”，隋唐时期的“三教并立”到宋明
时期的“三教合一 ”，特别是佛教由印度
化的外来文化进而中国化， 成为中华文
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是例证。回顾
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我们认为，追
求和谐、平衡的“中”“和”思想在这一过
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不管是哪一种学
派，无论存在何种分歧，但对“中”“和”的
追求是一致的。“中”“和” 几乎贯穿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切领域， 并深深根植于
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 似涓涓细流
一般，滋润、影响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每
一步行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
说，“中”“和” 思想承载了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文化生命， 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
国传统文化之 “道” 的具体路径和切入
点。当然，就纯粹的语言文字来说 ，代表
中华民族精神生命、 文化生命的汉语词
汇还有很多， 当代哲学家金岳霖先生有
一本书叫《论道》，他认为 “道 ”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象征。其实这并不冲突，我个人
认为 ，中华民族的 “道 ”，在某种意义上
说，就是“中”与“和 ”，就是 “中庸之道 ”。
诚如《中庸》所说：“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
位焉，万物育焉。”

中华民族的“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与“和”2

湖南日报：我们知道，思想是不能够
凭空产生的，必须源于具体的社会生活。
那么，“中”与“和”的观念，是如何从远古
发端，在历史的荡涤、思想的交锋中抽象
出来、丰满起来，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
密码”？

文选德：中华文明的起源很早，“中”
“和”思想的起源也很早。从现有的文献
资料来看，“中” 观念的产生早于 “和”，
“中” 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即有存在，
是一条重要的政治原则， 也就是所谓的
“执中”， 即要求执政者实施不左不右的
“德政”，以获得百姓认同,天下安宁。曾有
学者介绍说， 目前清华大学所藏的出土
文献“清华简”中，反映了一些西周时期
的历史文化， 其中也有专门的篇章论述
“中”。“和”的观念在三代时有萌芽，但到
孔子才正式清晰地提出。到《中庸》出世，
“中”与“和”基本融为一体，并称“中和”。

现在看来，中华民族很早就对 “中 ”
“和”思想有较为深刻的认识，这与当时
的社会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众所周知，
我国上古文明曙光初露时， 在社会结构
开始发生转变过程中， 体现的是 “连续
性”而非“突破性”原则。用考古学家张光
直话来说， 就是 “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
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
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

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远古时代的中华
民族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民族， 农耕民族
对于宇宙自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 ，
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并在这种和谐
相处中体验到人生的归宿感， 应该说这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思想的一个重
要发源点。“中”“和” 思想自发源之日起
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可谓无时不存， 无处
不在。《论语》中有一个例子，鲁国旁边有
一个小国 “颛顼 （音专须 ）”，孔子的弟子
要去讨伐它，孔子不以为然 ，说 “故远人
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意思是说，远方
的人不归服，便发扬文治教化招抚他们。
这说明儒家提倡“文德 ”而反对 “暴力 ”，
“文德”就是“中”“和”思想的体现 。我们
再看看古代国家的形成， 古代国家形成
过程中， 原有的氏族社会结构得到了比
较完整的保留而不是消亡，也就是说，氏
族间的互相融合而不是相互消灭才是国
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国家形成过
程中，即使战争、兼并不断发生 ，温情脉
脉的血缘伦理、宗法伦理却始终存在。这
显然是“中”“和”思想支配的结果 。综观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进程，改朝换代、分
分合合，战争、兼并没少有过 ，但我们向
着和平、统一进发的步伐却从未停止过。
很显然， “中”“和”理念的支配和中和思
想的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

自发源之日起,“中”“和” 思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可谓无时不存，无处不在3

湖南日报 ： 研究的目的在于
殷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 教化思想、 道德理念
等， 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
提供有益启迪， 可以为治国理政
提供有益启示， 也可以为道德建
设提供有益启发。”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候， 我们
研究“中”“和”思想，是否有着深
刻的当下意义？

文选德：如何把蕴藏在优秀传
统文化当中的 “经验和智慧 ”最大
限度地发掘好、阐释好、弘扬好，让

它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当代，是当
下文化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
任和使命。

在继承 、 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的问题上 ， 我认为重要的是区分
“道 ”与 “术 ”。所谓 “道 ”，是中华文
化的核心精神价值 ， 如孔子所说
的 “仁 ”，包括我们在这里谈到的
“中 ” “和 ”思想 ，这些核心精神价
值规范了中国文化的走向 ， 在我
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发挥着
重要作用 。所谓 “术 ”，则是指契合
特定历史时期需要的一些在一定
时间里有一定时效的思想文化观

念 ，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动 ，有些思
想观念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失去其存在价值 ， 不入社会发展
的主流 ， 不值得我们加以提倡 。
“中 ”“和 ”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核心精神价值 ， 在任何时代都不
会过时 ，属于 “道 ”的范畴 。因此它
虽然古老 ，却历久而弥新 ，在今天
的 社 会 生 活 中 依 然 能 够 焕 发 光
彩。

今天我们的社会处在一个前
所未有的转型时期 ， 各种文化观
念的碰撞 、交汇堪称激烈 。在这个
过程当中 ， 我们不能没有开放的
心态 ， 但同时也要保持自身文化
的特质 ，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我认
为传统 “中 ”“和 ”思想就是我们应
该 始 终 保 持 不 弃 的 一 种 文 化 特

质 。促进社会的和谐离不开 “中 ”
“和 ”思维 ，维护世界的和平也离
不开 “中 ” “和 ”思维 。中国古代哲
学家张载说 ：“有象斯有对 ， 对必
反其为 ； 有反斯有仇 ， 仇必和而
解 ”，意思是说矛盾总是普遍存在
的 ，但消灭矛盾的出路是 “和 ”而
非“仇”,“和”是在更高的精神价值
指引下对矛盾的综合和 “解释 ”。
这当中蕴含的中华文化高境界的
智慧 ，也是辩证法的一种体现 。其
实 ， 转型期的中国方方面面都亟
须 “中 ” “和 ”思想的指引 ，无论是
“身心合一 ”的追求 ，还是人与人
的和善相处 ，无论是家庭的和睦 ，
还是人与自然 、社会的和谐共存 ，
都可以从 “中 ”“和 ”思想中得到启
示、汲取营养。

“中”“和”思想虽然古老，却历久而弥新，
在今天依然能够焕发光彩5

湖南日报 ： 不可否认，“中”
“和”思想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的
负面作用。 特别在一些具体的历
史环境中，“中”“和”乃至“中庸”
被理解为无原则的折中主义，甚
至成为懦怯投降的代名词。 这是
不是说，“中”“和” 思想与我们应
有的斗争精神有冲突呢？ 在实现
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我们应该
怎样对“中”“和”思想进行批判地
继承，或者科学地扬弃？

文选德 ： 这个问题首先要澄
清一下 。第一 ：真正的 “中和 ”不是
调和 ，“中庸 ”也不是平庸 ，“执中 ”
更不是折中 。 在历史上起过负面
作用的是 “折中主义 ”而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 “中 ”“和 ”思想 ；第二 ：真
正的 “中 ” “和 ”思想是不排除 “矛
盾 ”、“对立 ”和 “斗争 ”的 ，“执两用
中 ”之 “用 ”和 “致中和 ”之 “致 ”，其
中就包含了 “对立 ”和 “斗争 ”的意

思 。“中 ”与 “和 ”，只不过是在质量
互变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的 “统一 ”
与 “平衡 ”状态 。所以 ，“中 ”“和 ”思
想与我们应有的斗争精神并不冲
突。

“中 ”“和 ”思想在历史上曾被
等同为折中主义 ， 主要是源于人
们对 “中庸之道 ”的误解 。“中庸之
道 ”，从文字上解释 ，就是 “用中之
道 ”， 在 《中庸 》 等先秦文本中 ，
“中 ” 具有最高精神价值的含义 ，
即 “天下之大本”， 那么 “中庸之
道 ” 就是以最高的精神价值为指
导处理日常事务 ，简单来说 ，也就
是坚持原则 、坚持理想 。但在不同
的历史语境中 ，人们有时将 “中庸
之道 ”理解为无原则的折中主义 ，
但事实上 “中庸之道 ”恰恰是有原
则的 ，这就是造成误解 、误读的原
因 。实际上早在宋代 ，苏东坡就对
这种误读 、误解的现象有所察觉 ，

他撰写了三篇 《中庸论 》，对 “中庸
之道 ”重新进行解释 。根据苏东坡
的解释 ，“中庸之道 ” 不但不是折
中主义 ，而且还是对理想 、原则的
无条件坚持 ，“中 ” 就是最高的道
义和原则 。当然 ，中国历史上也曾
出现过 “折中主义 ”的 “中庸之道 ”
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 鲁迅
就曾经集中批判过这种以懦怯投
降为光荣的 “中庸之道 ”。这种批
判是十分必要的 。 但折中主义不
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 我们要分清
这里的区别。

再谈谈 “中 ”“和 ”思想与斗争
精神 。就说我们湖南和湖南人吧 ，
人们只要一提起湖南 ， 就很难不
联想到他们在近百年反侵略 、反
压迫历史上的突出表现 ， 很难不
联想到战争和革命 。 湖南人给人
最深的印象似乎就是好斗 、善斗 。
伟人毛泽东 “与天奋斗 、 其乐无
穷 ，与地奋斗 、其乐无穷 ，与人奋
斗 ，其乐无穷 ”的至理名言 ，往往
成为人们论证湖南人好斗 、 善斗
的最佳注解 。 由此许多人得出结

论 ： 湖南 、 湖南人不喜欢 “中 ”
“和 ”，不崇尚 “中 ”“和 ”。其实这是
对湖南和湖南人的误读 。 因为真
正的 “中 ”“和 ”思想从不无原则地
排斥 “斗 ”，按照苏东坡 “中 ”就是
对理想 、 原则的无条件坚持的观
点 ，湖南人 “敢为天下先 、踔厉敢
死 、舍生取义 ”，就是对道义和原
则的坚持 ， 况且我们湖南人总是
笃实无我 ，心忧天下 ，多有包容 ，
勇于任事 ，敢于担当 。再者而言 ，
“斗 ”与 “和 ”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的
辩证法 ，“和 ”，绝非一潭死水毫无
生机的静态之 “和 ”，而是充满斗
争充满活力的动态之 “和 ”。“斗 ”
作为一种手段 ， 从来都是为了达
到 “和 ”的目的 。从这种意义上 ，湖
南和湖南人应该为自己具备的“为
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斗争精神”感到自豪和荣光。当
然，我们崇尚继承的是坚持道义和
原则的“斗”，而不是无道义 、无原
则的 “斗 ”，那是与 “中 ” “和 ”理念
大相径庭的 ，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
在，都是我们坚决反对、摈弃的。

“中”“和”不等于无原则的折中。“中”“和”
思想与湖南精神并不冲突6

湖南日报 ：您的谈话，对我很
有启发。那么，课题“结题”了，是意
味着“中”“和”思想研究结束了？还
是标志着新的开始？

文选德：对于“中”“和”思想的

研究肯定还要深入进行下去。具体
我有一些想法 。一是系统推进 “中
和学 ”的学科化 。曾经有专家提出
建立“中和学”，并使之学科化。我觉
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希望能成

为现实。 二是希望系统梳理中国传
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4年 9月 24日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
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
论述， 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形
成和发展的历史分期和主要特点的
科学阐释， 更是为我们研究中国传
统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路

径。我想，作为文化大省的我们，应
该迅速行动起来， 全面系统地梳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尽快写
出《中国传统文化读本》或《中国传
统文化史稿》，进而出版《中国传统
文化》丛书。我相信，敢为人先的湖
南理论工作者，一定会不负众望，早
出成果，走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列！

深入进行 “中”“和” 思想研究，“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7

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上， 由张艺谋导演的
“和字舞”。（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