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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注入“永续”力量

———访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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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湖南日报：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
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文
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73次提到“文化”，34次提
到“文明”。可以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流淌着浓浓的文
化自信。请问，我们如何理解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张国祚：这个问题应该从“四个自信”说起。我们知
道，“四个自信”是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相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而言， 总书记突出强调文化自信的极端重要
性，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因为道路的开辟是否宽广远大、 理论的创造是否深刻
远见、 制度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 均取决于道路开辟
者、理论创造者和制度设计者的文化功底、文化视野。
所以，总书记才赋予文化自信以“更基础、更广泛、更深
厚”的地位。有了坚定的文化自信，就可以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注入更基本、 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
量，或者说“永续”的力量。

� � � �要从根源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之“特”

湖南日报 :文化者，以文化人也。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张国祚：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探讨。
文化的定义很多， 大体可分宏观、 中观和微观三个层
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属于中观文化，它是相对于
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而言， 也是相对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而言。

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区别，
我们应该首先深刻领会两个关键词“中国特色”和“社
会主义”。“中国特色”凸显这种文化所独有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底色和品位；“社会主义” 凸显这种文化
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价值取向。

如果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看，有
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必然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而文化
就属于社会意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植
根于和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这个伟
大实践，既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实践，也有别于其他社
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
然有别于任何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它的最大的特
点是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
放。“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
民主专政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就是改革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治理，引进外国资本、外国
先进科技和先进管理经验， 发展非公有经济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 “坚持改革开
放”相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最根本的
特色。这种“最大、最根本的特色”，就决定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不同于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不
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 而同我国改革开放之前
的社会主义文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继承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 又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

湖南日报：总书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所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如何理解这三种文化的关系？

张国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独具特色的重要标志之一， 是有别于其他任
何文明的。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
有过若干中断期， 只有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一以贯之的。即使外族入侵并长期占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也依然延续发展，不但不能被消灭，反而所有
入侵占领者，无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征服、所同
化。 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
文化宝库，在治国理政方面，在人格修养方面，在树
立理想信念方面，在涵养家国情怀方面，在待人接物
方面，在学养问道和知识传承方面，在哲理智慧方面
等，都蕴涵很多精深哲理和精彩妙语，博大精深 ，令
人折服。

革命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富含“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忠于信仰、坚贞不屈等精
神品格。 这些令人敬仰的精神品格在革命文化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正因
为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能坚守 “天下兴亡， 匹夫有
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
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的必胜信念，所以才能战胜穷凶极恶的强大敌人。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有许多鲜明标志。 包括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宁可少活20年 ，拼
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大庆铁人精神，无私奉献 、鞠
躬尽瘁的焦裕禄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
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
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万众
一心、同舟共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抗震救灾精
神，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还要看到 ，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海纳百川，吸收借鉴
西方的先进文化，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富
有生机活力。

从产生的时间顺序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三个组成部分是有先有后的。 先产生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再产生革命文化，最后产生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这是一脉相承的，又是相互贯通的。其中，革命文
化继承很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既继承了革命文化，也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文化是可以超越时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因为
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 它不会因为产生它的社
会形态的消亡而马上消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强大的生命力，已经穿越时空、跨越国度、超越时代而
传承下来。只要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它完全可以同革命文化一起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组成部分，构成了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三大支点。 这三个部分是相互联
系、内在统一的，既一脉相承又相互贯通。

湖南日报：总书记说，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
文化”，我们要怎样来理解和把握“三个面向”？

张国祚：说到 “三个面向”，我认为，不论多么好
的文化，都不要故步自封、孤芳自赏，而应与时俱进、
海纳百川。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
大同”是一种递进的境界。各美其美，是说各种文化
都可以自信，这是一种境界；美人之美，是要有勇气
看到和承认别人文化的美， 这是较高境界； 美美与
共，就是相互学习和欣赏别人的美，这是更高境界 ；
而世界大同，则是最高境界，各种文化殊途同归，最
后都认同了人类最美好的文化价值取向———共产主
义。

面向现代化是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我们站在19
世纪说现代化，标准是19世纪最先进的东西；我们站
在20世纪说现代化， 标准是20世纪最先进的东西；我
们站在21世纪说现代化，标准则就应该是21世纪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现代化，这才是21世纪最
先进的东西。否则，何谈文化自信？过去在学界有着
很大的误解，往往把西方的东西叫现代化，然后一切
以西方为标准，这是不对的。

面向世界，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应当有勇气走向
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的世界文化，有勇气包容世界上
和我们不一样的文化， 有勇气学习世界各国优秀的
文化，乐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我们希望这个世界
是万紫千红的， 同样我们也希望各个国家的文化是
丰富多彩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有勇气在世
界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勇于和各国文化争芳斗艳，
勇于吸收各国文化之优长。

至于面向未来，就是说，文化发展要切忌短期行
为和实用主义， 发展文化产业切忌只顾商品属性和
经济效益。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定是
要有利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社会朝着未来更好的方
向去发展。因为文化一旦产生，就会对经济基础产生
作用，推动经济社会朝着未来更好的方向去发展，所
以才要面向未来。你不能只追求文化对现实有用，比
如及时行乐就不是面向未来了。 对文化应该有一种
长远的发展眼光。

坚持“三个面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
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样才能认准“三个面向 ”
的正确方向； 必须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目标，这样才能接地气、合国情、得民心。

湖南日报： 总书记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
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请问什么是中国
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张国祚：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属于哲学范畴。前者
回答的是世界是什么样， 后者回答的是怎样改造世
界。 所谓“今日中国人的世界观”，就是今天中国人对
世界总的看法和期盼；所说的“方法论”，就是今天中
国人改造世界、造福世界的方法和思路。在这些问题
上，习近平总书记有很多清晰明确、深刻的论述。他指
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
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
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 因此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
共同的期盼，但现实的世界并不安宁。中国人改造世
界、造福世界的方法和思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
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
别国合理关切；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
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尊重文明多样
性，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
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
由各国商量着办。 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
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
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 贡献处理当代国
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
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
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观点，充满辩证唯物论和
历史唯物论。 他把整个世界看成是普遍联系的命运
共同体， 寻求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所要解决的主要
矛盾。

群众是决定历史的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我们追求
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也
就是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干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
老百姓的，想人民之所想，谋人民之所求，解人民之所
忧。这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那么具体怎么来实现呢？从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
入手。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会发生变化，
这符合唯物辩证法。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社会的主

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个判断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
况。等到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讲，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个美好生活需要，和物质文化需要，有什么区
别呢？ 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期所讲的物质文化需要，
基本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文化方面能看上电影能看到
书就不错了，一些地区能够不断扩大普及教育就不错
了，和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所说的美好生活，既
包括物质的经济的，也包括政治的文
化的 ，还包括社会的生态的 ，各个方
面都应当是美好的。 就文
化而言， 就是要营造干净
正向的文化空间 ，
使 人 们 普 遍 形 成
一 种 追 求 真 善 美
的文化心理， 用高
尚 的 道 德 引 领 风
尚， 这才是美好生
活的 “标配 ”，也是
文化自信的 “应有
之义”。

� � � � �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 源自于
人类历史的发展大趋势

湖南日报：2017年1月中旬， 习近平总书记在瑞士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被理
论界认为是从西风东渐到东风西渐的标志。您认可这种
观点吗？面对波诡云谲的当今世界，中华民族应该保持
怎样的一份淡定从容？

张国祚：当前国际局势确实波诡云谲、潜流暗涌。正
如习近平所说：“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
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
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
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
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但是，和平
与发展已经成为全世界的主流民意， 各国相互联系 、
相互依存 、命运与共 、休戚相关 ，追求和平 、发展 、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抗拒。那些试图靠霸权，靠战
争来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 ，毕竟是少数 ，也是不得人
心的。习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顺应时代
潮流，顺应世界民心，为共商共建共享一个持久和平、普
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
中国的智慧和方案。习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
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具体思路， 影响越来越
大、越来越受各国欢迎，已经惠及许多国家，结出丰硕的
果实。如果说，“西风东渐”已经转变为“东风西渐”，也并
不是全无道理，我们理当坚定文化自信，这是面对世界
风云变幻我们淡定从容的底气所在。

� � � � �中国智慧和方案， 彰显我们的文化
越来越有力量

湖南日报：学界认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一点很
重要，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
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你赞同这
个观点吗？

张国祚： 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制
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
径。”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三个重要标志之一。

所谓“发展中国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
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下，纷纷实现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
的第三世界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冲破了
殖民主义体系罗网，但是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经济发
展落后。他们也想走向现代化，却缺少资金、缺少管理经
验、缺少科学技术。上哪里去寻求支援呢？西方发达国家
有，但是他们不敢向西方发达国家求助，因为你求助，西
方发达国家就很可能给你套上政治枷锁， 控制你的国
家，损害你的主权。怎么办呢？他们现在发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选择，走向现代化不一定要
走资本主义老路，可以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尤其我们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共商共建共享，和平发展、合作发展、互利共赢，这就是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化
理念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彰显我们的文化越来越
有吸引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越来越坚定文化自信。

张国祚 图/张杨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无
疑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用相当大的篇幅来阐
述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那么，我
们应该怎样理解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精辟论述？ 如何
落实总书记加强文化自信的要求？ 湖南日报记者日前采
访了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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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一脉相承、相互贯通的三大支点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海纳百川且主旋律鲜明4

今天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依然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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