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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系的三个维度 

—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高长武 

 

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传统文化热”的兴起，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老问题再次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到底该怎样理解二者的关系呢？2014年 9月 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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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

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

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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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 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论述，清晰地

指出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三个维度：第一，“中

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第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笔者从这三个维度出发，结合学习和领

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作些分析。 

 

维度一：“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一维度强调的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这是理解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其中包含两个

层次：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 历史已

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

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连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1《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25日。 
2《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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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理论成果一起，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和立身之本。习近

平同志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

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3 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

中国共产党人也就失去了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也就不再是马克思主

义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就会失

败。 

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形成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

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

得的根本成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

的辩证统一”，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4 在当代中国，要实

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只

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途，舍此别无他途。 

这两个层次，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问题，也就是朝什么方向走、

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向何处去、

走什么道路，历史和人民已经作出了选择，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并多次阐述道路问题。他认为，“道路问题

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5 反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6、80 页。 
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18、73、118 页。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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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6“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

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7“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

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8 这些论述都阐明了中国往哪里走、

走什么路的问题。 

具体到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习近平同志强调，“意识形态工

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

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

基础”。9 再细化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总是坚持和

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辨别，把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与“我们今天的事业”相联系，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可以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一维度，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以及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系列重要论述的思想基础和根本

前提。只有在这样的基础和前提下去理解，才能理解得全面、准确、深

刻，才能避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浅尝辄止。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推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三权分立”、

“宪政民主”、“多党竞争”那一套，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和

背离，是错误的、有害的；同样，抛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张“完
                                                              
6《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 页。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09 页。 
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 110 页。 
9《人民日报》2013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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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回到孔子”、“以儒治国”、“全面儒化中国”等复古主义的那一套，

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误解和背离，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因此，在今日之中国，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发挥好优秀

传统文化“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作用，不能也不可能离开马克

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基础和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

始终坚持，须臾不能动摇。 

 

维度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 

 
这一维度说的是如何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这是理解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重要环节。 

能否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中国

共产党人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

物主义。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

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

是指导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党的一个

好传统。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党的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

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好认识

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

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

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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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0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找到了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

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这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评价中国传统

文化问题上的基本态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最

基本的要求至少有如下两条： 

一是要正视历史、尊重历史，而不能割断历史、虚化历史，承认今

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现实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历经几千年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

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

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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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1“灭

人之国，先去其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敢正视甚至全面否

定自己的历史，不够珍惜甚至彻底贬损自己的思想文化，不能懂得甚至

有意模糊自己的来路，那就丢掉了灵魂、丧失了命脉，这个国家、这个

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没有希望的。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文

化，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不能骄傲自大、敝帚自珍，也

不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 

二是要一分为二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的作用和意
                                                              
10《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75

页。 
11《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7

义，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解决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所具有的

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一，要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

会进步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发挥的深远影响。习近平同志对此进行了高度

概括和深刻总结：“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

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

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

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

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2 其二，要高度重视中

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今天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2014 年 10 月 13 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总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

出现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之中。我国传统思想文化根源在社会生活本身，

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

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13 诚如此言，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可以为我们认识

和改造世界提供方法指引，可以为我们治国理政和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智

慧启示，可以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经验借鉴。其三，中

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思想资源，对解决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

题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

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

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怎么解

                                                              
12《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13《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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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些难题呢？习近平同志指出：“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

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

重要启示。”14 他列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一些至今仍具有

启示和借鉴意义的思想：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

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

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

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

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

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

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

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

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孕育、产生、发展于中国，但

其意义和影响早已超出了中国的范围，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局限性和落后、消极因素。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

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

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15 比如，男尊女卑、三从四德、

愚忠愚孝、“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

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后来逐步成为束缚和阻碍中国思想

文化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遭受外族入侵和内部动荡，中国人民遭受了前

所未有的苦难，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

                                                              
14《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15《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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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很多也很复杂，但当时社会制度的僵化落后、封建社会文化的束缚羁

绊，却是怎么也回避不了的重要原因。虽然经过五四时期的批判和新中

国成立后的批判、改造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和消极因素一时

大大弱化和减少了，但仍在社会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时不时地在社

会环境合适时冒出来，束缚社会的发展进步。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两分法和具体分析。无视其历史作用

和现实意义，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踩到地上，视之为影响中国进步的万

恶之源，或者忽视其局限性和落后、消极因素，把它说得尽善尽美、吹

到天上，视之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妙药，都是不正确的。 

如上所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认识

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性，认识到其对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认识到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现实意义，认识到其

中客观存在的局限性和落后、消极因素，在此基础上再去理解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才不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对

立或者相互否定，从而才会深切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实

际相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及其基本内涵。 

 

维度三：“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这一维度说的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这是理解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关键点和落脚点。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就当代中国的实际而言，就是如何继承和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问题。这里有

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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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者加了“优秀”这一限定词，范畴上比前者要小。中国共产党人

始终要“忠实继承和弘扬”的当然是作了限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而非一概而论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从这一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自然预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和

分析”这样一个前提。关于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反复阐述过。梳理和领会这

些论述，可以归纳出四点要求： 

一是要根据实际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鉴别与分析、取舍与扬

弃。要忠实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通过鉴别与分析、取

舍与扬弃，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优秀的”，这是忠实继承和

弘扬的前提。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难免存在过时的、腐朽的、糟

粕性的东西，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也应

“多一份思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择其善

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16 按照“古为今用、以古

鉴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结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和要求，加以鉴别与分析、取舍

与扬弃，而不能搞全盘接受、照套照用，也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

的时代任务”。17 

二是要加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学习和研究是文明

传承之途。要忠实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首先要加强学习和研

究。要通过学习和研究，“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

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

                                                              
16《人民日报》2014 年 10 月 14 日。 
17《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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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8 中华文明有五千多年的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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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于这

些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思想精华作出细

致、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并进而进行深入阐发和挖掘，是继承和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作。 

三是要切实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致天下之治者

在人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

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19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成

为我国教育的重要内容。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同志视察北京师范

大学，谈到教材编写工作时指出：“我很不赞成把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和

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

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20 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形

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特定的意义

上讲，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文化的存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

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1 但是，在全球化深入发

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各地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如果只学习

西方和外国，处处“去中国化”，忽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

工作，那么，时间日久，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基因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

会断裂甚至丢失，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就会模糊甚至消弭。所以，
                                                              
1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100 页。 
19《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27 日。 
20 新华社·新华视点，2014 年 9 月 9 日。 
21《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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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以至全社会切实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是继承和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 

四是要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和应用。研究的目的在于

践行和应用。马克思主义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经

世致用”，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应从研究

者的书斋中和课堂上，走到群众中和社会实践中去。在对传统文化进行

鉴别和研究的基础上，要真正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

作用，需要在全党全社会大兴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风，深入开展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和应用工作，“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

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

起来”，“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

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

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

骨气和底气”，22 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到干部、群众中去，做到

入耳、入脑、入心，内化到干部、群众的日常行为中，起到“润物细无

声、日用而不知”的效果，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政育人的作用。 

五是要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诚然，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的资源，但毕竟客观实际总

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

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鉴于此，习近

平同志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

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

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

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

                                                              
22《人民日报》2014 年 1 月 1 日。 



 13

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

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23“小康社会”概念的

提出，就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小康”这个

概念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

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24 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继承和

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要求。 

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才能忠实地继承和弘扬好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从而达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目的。如此一来，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单纯的理论问题，也就落了地、接了地

气，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实践问题，正确理解和处理这一问题也就有了

深刻的现实意义。 

 

结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

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从上述三个维度来理解和分析，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关系作出这样的概括：一方面，二者都是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须臾不可离开的必需因素，马克思主义是行动指南和立身之本，

中国传统文化则是精神命脉和丰厚滋养，二者不仅有时代性上的差异，

也有层次和本质上的区别，不能模糊差异和区别，不能相互替代、不分

彼此；另一方面，二者又互为需要、不可分割。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传统

                                                              
23《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101 页。 
24《人民日报》2014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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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现代化转变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而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提供文化载体和精神营养。二者只有实现结合而且是正确、

有效的结合，避免割裂和对立，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一言以蔽之，二者

辩证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之中。 

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理解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

化关系问题的根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

国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领域面临空前复杂局面的大背景下，为进

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牢牢掌握意识

形态和宣传思想工作领域的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

力，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

要素，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25 2014年 5

月 4 日，习近平同志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

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

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

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历史

和现实都表明，“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26 每个

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坚守什么样的

核心价值观呢？习近平同志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

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

                                                              
25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 92~93 页。 
26《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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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

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7 这实际上指明了确立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的两条标准：一是要同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相契合，二是要同中国人

民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实践相适应。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要

求，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提出的。 

我们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既应体

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

面的质的规定性，凝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又要立足中国传统

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汲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

内的世界各国文化中的有益养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社会

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更有效有机地结合起来，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这篇大文章。 

 

                                                              
27《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