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理解儒家思想

———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的系列论述* ①

张宏斌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和讲话，从文化自信来看儒家思想，笔者有

以下几点理解和认识。其一，儒家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其二，儒家思想是建构

当今主流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其三，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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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充分

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

果”。①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谈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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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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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②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共十七大报告谈文化，重点在 “文化繁荣”; 十八大报告谈文化，

集中在“文化软实力”。与繁荣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主要是指与物质产品相对应的精神产品，其所

关涉的是文化产业问题。与“软实力”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主要是指被作为 “权力”使用的思

想观念或意识形态叙事，其所关涉的是国际政治领域里话语权的博弈争夺问题。
十九大报告里面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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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

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③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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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中国共产党十九大的要点之一是 “文化自信”，并且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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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信之对

象、复兴之依凭的文化，是古圣先贤和革命先行者关于生活生命的信条和智慧，是五千年苦难辉

煌所成就的山河岁月、故国家园。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

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

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

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① 他同时又说: “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

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②在这里，文化概念的使用推

进到了文化哲学的层次，获得或者说被赋予了文明的意涵，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

一、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主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论语·卫灵公》: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子亦曰: “周鉴于三代，郁郁乎文

哉，吾从周”，“由三代以上，治出于一”，三代之治，三代之史，大都合而言之，其意在于标明

三代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明连续体。三代的礼乐文明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覆盖国家社会的方方面

面。典籍记载，仪礼则有冠、昏、丧、祭、燕、射、朝、聘等，曲礼则有事亲、事长、起居、饮

食、容貌、辞气之法，制器、备物、宗庙、宫室、衣冠、车旗之等。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宗

教、文化、教育、社会风俗习惯乃至饮食、洒扫、应对、进退等无不赅括。《礼记·坊记》曰: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正义》曰: “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太一之初。原始要终，

体之乃人情之欲”。 《礼记·曲礼上》曰: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是

也”。《左传·隐公十一年》曰: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古人之言表明

了“礼”经国济民的原则、标准以及基本的社会功能。
雅野、风俗、朝觐、聘问、宫室、郊庙、衣服、饮食无不在 “礼乐文明”的涵盖之下。礼

乐文明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代表，凝聚了人们的共同信仰，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价值原

则，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生活常态和精神积淀。如果说礼乐制度诚如欧阳修所言三代以上是治出于

一，政治本质上自然形成了一个信仰的共同体，礼乐融入社会、政治、乃至人事的方方面面，合

洽一如，无有明显的分野的话; 那么进于周末，礼乐文明分崩离析，制度层面涣然冰消，文化、
学术诸子蜂起、百家竞鸣时，事实上也正如先贤所言，治出于二了。“治出于二，官师政教不合

于一”，“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③ 气数之出于天者，自然是无法回转

的，君师两分，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灿然两分，政治与宗教泾渭之线渐明。
在纷乱的战国争雄之后政治由秦完成了统一，而文教秩序则是无法顺利达成。尽管秦王以吏

为师，焚书坑儒以图达到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合一。但是秦朝的施政以及方式则完全是不能让人接

受，“利禄官爵，抟出于兵”，一切都成为军事的附属，“燔诗书而明法令，别黑白而定于一尊”，

以权力为中心而强力推行政令，“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事事不法

古，而取“政”出一切。不止于此，秦朝的文化与政治合一的暴力强制与一以贯之礼乐文明主

体精神背道而驰，李斯所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诚然

是不错，然而其精神与秦则是截然相悖。秦朝施政之目的在于 “恣睢其志，孥使其民”，以民为

·34·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理解儒家思想◎

①

③

②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 2014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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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而礼乐精神之真谛在于 “民为邦本”，“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任何

的政治制度和治术都要以此为归旨，背离其宗旨的秦朝是个短命鬼情理之中。
而后的汉朝则一面“收孤秦之弊”，在秦朝所奠定的新体制的基础上，不只收孤秦之弊，而

且也继承秦的大量遗产; 另一方面“承圣王之烈”，来建立其正统的合法性以及渐渐恢复礼乐制

度①。汉朝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并不是三代意义上制度的翻版，它顺应时代重新建立了礼乐形式，

而在精神也能贯之一脉相承的主体精神。礼乐制度在周末轰然崩塌之后，诸子百家各持一说，但

基本关怀都在建构新的人间秩序，非纯知识学术的关怀。有的推崇尧舜禹三王，以夏道为学习对

象，这是墨家。有的鄙夷三代的权力政治，遥想伏羲、神农时代的自然无为下，人的纯真生命，

这是道家。有的认为时易世变，古圣王不足法，因应新时代，主张尊君卑臣，依法而治，建立更

严密的政治社会体系，这是法家②。儒家则是向往古代圣王之制，尤其倾慕周代礼乐，乃以尧舜

以夏商周三王为张本，又聚焦在周代的旧有封建秩序上。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言道: “从孔、孟、荀到汉代，儒教的中心任务是建

立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孔子以前的中国大传统是所谓三代的礼乐，即 《论语为政》所说 ‘周因

于殷礼，殷因与夏礼’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在春秋时代已陷于 ‘礼崩乐坏’的局面，但仍然

向往周代盛世的礼乐秩序; 他一生最崇拜的古人则是传说中 ‘制礼作乐’的周公。所以他说周

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但是孔子深知礼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必然有所损益，“从周”
也绝不是理解为完全恢复周公的礼制，从其或继周者，百世可知也的话来看，他不过是主张继承

周文的精神以推陈出新而已。他理想中的文化秩序是 “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显然理想秩序是

道之以政齐之以礼，是继周而加以损益之所在③。一儒家方面承继了礼乐传统，整理了古代经

典; 另一方面又在承继与整理之际将一种新的精神贯注于旧传统之中④。这种文化理想的实现在

董仲舒时得以实现。
汉朝重新建构的儒教体系一方面为现实统一作出了理论奠基，为统治者所接受，并大力广

之，反促进了这种文化的承传; 另一方面，以三代损益一以贯之的 “道”灌注自己的理想王道，

既规束了统治者又为自己的理据树立了标杆权威。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布满了张力，为合理的理想

的政治文化秩序点出了通途，开辟了政治与文化，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合理运作和平衡的蹊径。
可以说，儒家承载和传承了以六经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民族精神，是天下国家观念和社

会有序秩序建构的源泉。如果说，三代积淀，中华文化必然产生了儒家，那么可以说，而后的中

国却是由儒家产生的。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

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 2000 多

年之久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

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他学说处

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千余年的历史长河，儒家与其他学说校短量长，切磋琢磨，砥砺共

进，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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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思想是建构当今主流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帜”。2019 年，教育部举行发布会，教育

部教材局介绍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及教材的修订情况。在课标方面，各学科课标进一

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等内

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开始进入国民教育的序

列，意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再停留在口头、或是表面，而是

切实践行、浸润身心的知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

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革命文化的实质就是红色文化。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的红色气质发表讲话，强调，“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

变了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保证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

相传。”红色文化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

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什么是红色基因，什么是红色传统，就是 “不忘初心”的 “初心”，和 “牢记使命”的

“使命”。近代中国人民开展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无数仁人志士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

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其目的都是为了救国救

民。习近平提出中国梦，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讲人民的幸福就是执政的目标和责任。就是在

对外争独立的任务完成后，建国大业完成后，救国党成为执政党，人民的幸福成为权力使用的目

的。所以，十九大报告说，“我国是一个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

族工作，是关系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的大事，是关系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是关系国家长

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大事。”中国梦是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中华民族这个

概念本身具有涵摄性，而不是排斥性的，就不是从阶级去讲了。尊重历史的连续性也就是在建构

历史的整体性，也就是在扩大自己的历史基础。在社会多元、地域广阔的中国，从整体上协调把

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具

有鲜明的时代性。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新中国的文化纲领，即建立中华民族的新

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依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取得丰硕文化

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①。时至今日，社会

主义的先进文化浓缩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 年 10 月 15 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

不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

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干，在其他学说齐头并进的过程中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陈寅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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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曾说，“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为

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

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

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

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

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①”。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由于儒家周官

之说采入法典，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的体现，两千年来，儒家影响最深最矩者集中在制度法律公

私生活等层面。至于今日，虽然随着君主制制度的瓦解，儒教体系不复存在，民间的传统不仅在

一定程度上护持了儒家的传统，而且儒教作为一套文化思想，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

观念、行为、习俗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物、关系和

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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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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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三、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同鼎之三足，缺一不可。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

关键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其核心要素儒家思想发展的内在的逻辑。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是华夏礼乐文明精神的忠实继承者和发扬者，能够代表或者作

为全民族的精神信仰和价值依归。在三代礼乐制度崩解，现实离乱、秩序失范，“道术将为天下

裂”，诸子蜂起时，着力思索新秩序、制度的重建，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接续历史文化传

统，损益三代文明以承道统精神之所在。天下一统，有序国家政治、文化秩序的建立正来源于以

六经典籍为代表的三代损益的历史文化所传承的精神和信念。现实政权合法性以及政治运作模式

的有效性、合理性落于此层面之下。承载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是千百年来所自然形成的一种

文化文明体系，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常态，它代表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主体精神和民众的

心理精神积淀，早已熔铸在人民、民族、国家的方方面面以及心理、习俗之中。
而儒家之所以屹立千年、生生不息，正在于时移世易则备变，适应时代以自我更新和调适，

能够化解各种异流冲击、同化各种资源，并将其导化入礼乐文明的大系中来。诚如习近平在纪念

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

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

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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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儒家学说以及在君主制时代所确立起来的礼法等制度随着帝制的崩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

机，余英时先生认为，曾经支配着日常的社会生活; 一切人伦关系的儒家规范，1949 年之后被

改变了，时至今天，大陆上中年以下的知识分子都已没有作为儒家文化参与者的经历了。不仅如

此，即使在台湾地区，书本上的儒学也远远超过生活经验中的儒家价值，实践的层面日渐暗淡，

儒教几成“游魂”①。杜瑞乐先生则以为，旧式的儒家实践，无论是礼仪方面的还是身体践行层

面的，事实上都转变成了某种抽象的诉求，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人们仅在口头上认为它很

重要; 可究其实而言，它却成了某种次要角色，几乎无关紧要②。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言说和

批判，儒家以及儒家思想都不得不面临着现代性的问题。
正面应对危机，正视现代性的问题，使得儒家不是复兴的问题，而是重建的问题。西风东渐

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境域之中，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以至于知识的分类、学

科的分科等等无不着有西方的痕迹。无论是如胡适的西化派认为 “我们样样不如人③”，还是文

化保守派所谓的“吾家自有”等等，都无法逃脱西化的影响，区别也仅在于主动的归化或是被

动的适应。早期新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各自努力进行了回应。诸如梁漱溟是企图修补和拯救那个

已经处于消解中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并与之一起进入这个时代; 熊十力试图运用传统的慧识来

回应人们在科技时代所遭遇的问题; 牟宗三不仅了解现代的问题，而且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精

神，在理性的层面进入了现代等等④。人们不自觉地陷入完全西化和现代性的泥淖，良知的 “自

我坎陷”开出民主与科学也好，道德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开出 “新外王”也罢，概莫

能外。而今天重建儒教就是要维护自己的个性，给自己和自己的前途定位，为民族的发展方向和

生活原则提供合法性依据⑤———也就是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 “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而 “根本”，“灵魂”，“本质”，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这些都是在谈到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的关系时使用的措辞。“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

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⑥ 从文化自信命题的提出，到它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关

系的确立，文化论已然实现了向文明论的拓展，文化、文明与国家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相依存，

与国家、民族的生命历程相伴随，而道路、制度与理论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开创、被选择、被

总结升华，积淀深厚，潜力无限。

( 责任编辑: 李建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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