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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与自觉：中国共产党吸收外来文化的

基本立场和价值遵循

王明生

摘　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时也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

先进文化的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民族精神力量的增强，这个国家和民族不可能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

继承中创造性转化，在学习中创新超越，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既反对文化教条主义，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坚守中华文化的根脉，坚定文化自信，增

强文化自觉，保持对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执

着追求，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心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创造出具有鲜明

民族特点和个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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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比较等。

“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

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

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1]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

的这段论述，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借鉴和吸收外

来文化的历史经验，精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吸收外

来文化的基本立场和价值遵循，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指导价值。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深耕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民族习惯，坚持

从我国实际出发，以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胸怀，

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的谦恭，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的自觉，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丰

富发展了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为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

实力夯实了坚实基础。

一、吸收外来文化与的目的是要

“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只有

学习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才能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本国本民族文化，我们的文化自信

的根基才更加牢固，更加持久。毛泽东指出：“我

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

文化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

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

别是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就

是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

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2]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外来优秀文化

和经验，善于吸收别的民族和国家的优良传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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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交流交往中取长补短、完善自己民族文化的伟

大民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是在吸收马克思

主义和借鉴苏联革命经验这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

逐步结合中国实际确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路线、方

略、政策，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纵观中国共产

党成立一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和复兴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

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胸怀看待不同文明与不同

文化，尤其重视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建设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最艰难的时期，毛泽东就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目标进行设计。

他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

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

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

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

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

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3]

中国共产党畅想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不仅要做到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

还要摒弃愚昧落后的旧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

化。对如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提出了

自己的总体构想。他在强调要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

的珍贵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

总结的同时，还告诫全党：“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

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

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

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

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

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4]不管来自哪个国

家、哪个民族，凡是有用的东西都应该学习和吸

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来文化的基本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

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我国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待和吸收

外来文化，促进跨文化交流的基本立场始终如一。

1956年前后，毛泽东反复向全党强调要学习外国

的优点和长处，为我所用。实际上，在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正式确立，东西方两大阵营针锋相对的情况下，

要不要向外国学习，要不要向西方国家学习，怎样向

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学习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制约

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一道思想藩篱。对此，毛

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

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5]“不但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几十个五年计划

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6]也就是说，我们向外

国学习，在时间上，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必须

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在空间上，要向一切国家学

习，博采众家之长，补自己之短；在内容上，包括从

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他还指出：“对外

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

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

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7]正确的

态度应该是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

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

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

那就不得了。”[8]

对于自然科学，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方面，

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

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

先要照搬，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

了比较有利。”[9]同时，他强调，向外国学习，一定

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要把民族自信心

提高起来，“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

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

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

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

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

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0]

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也指出：“我

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

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

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

架子放下来。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

不然他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

民族也都有他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

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

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11]因此，毛泽东要求

全党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世界各国，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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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外国好东

西为什么不学？……是学他们的好经验，学我们用

得着的东西。”[12]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而不是不讲原则和是非

的鹦鹉学舌，不加改造、不顾实际的囫囵吞枣、照

搬套用。对如何学习和吸收外国文化，中国共产党

思路清晰，立场坚定。毛泽东说：“中国的和外国

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

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

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

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

主。”[13]毛泽东非常形象地指出：“中国的和外国

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

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

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的结

合。……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拿它好

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吸收西洋

有用的成分。”[14]“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

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

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

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

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5]

当然在强调学外国文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

也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并有非常独到的见

解。毛泽东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

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

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

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

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

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16]“要把外国的

好东西都学到。……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

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17]改

革开放以后，我们党继承了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立

场，反复强调：“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

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

和运用。对于糟粕的东西则应剔除，不能学。我

们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好的东西时，

当然不能妄自菲薄，不能对社会主义事业缺乏信

心。”[18]“社会主义要赢得比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

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

营方式、管理方法。”[19]“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

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

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

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20]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来对待外来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一

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二、在吸收外来文化中既反对文化

教条主义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

中国共产党主张学习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

但是外来文化什么有用、什么没有用而有害，并没

有一个很好的裁剪尺度和判断标准。党内外不同群

体的认识和理解出现了很大偏差，导致党内外出现

了全盘西化和排斥外来文化的两种极端倾向，有时

甚至引起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对这两种倾向，毛泽

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

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

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

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

文化。”[21]对于那些看不起中国文化，唯西洋文化

马首是瞻、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教条主义对待

西方文化的部分知识分子，毛泽东和风细雨地说：

“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

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

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

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

心。”[22]这些论述对学习吸收什么样的外国文化、

怎样学习吸收外国文化，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

本立场和价值判断。这也成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对待

外来文化与跨文化交流的基本态度和政策制定立足

点，并持续至今。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过程中，如何

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以上两个极端现象，在不同

时期不同环境中交织出现，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主流

意识形态走向的独特景观。

对于不同时期出现的上述两个极端现象，中



74

王明生：坚定文化自信与自觉：中国共产党吸收外来文化的基本立场和价值遵循

国共产党都给予批评和纠偏。针对在吸收外来文化

中，部分知识分子丧失文化主体性和民族性，对外

来文化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盲目崇拜，不加分析和

鉴别，全盘接受和奉为圭臬的现象，毛泽东一针见

血地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

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

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23]因此，他向全党提出：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

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

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

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

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

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

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4]“我们信

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

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

价值。……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

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

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25]毛泽东强

调：“应该越搞越中国化，不是越搞越洋化。……

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

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

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

中国人。”[26]毛泽东对吸收外来文化的基本立场和

价值判断，成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国文化与外

来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如何正确对待外国文化时，毛泽东也敏锐地

认识到党内外有一种缺少文化自信的现象：“我们东

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

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

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他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

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我不是反对西方

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

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

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27]

改革开放以后，面对国门打开后外面的精彩

世界，面对发达的西方社会，我们很多人在审视自

己落后于西方的现实和反思失误时，在一定程度上

迷失了自我，对西方社会从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

式，到科学文化、社会治理、生活方式等顶礼膜

拜，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不加

分析和辨别，否定一切。他们中的一些人动摇了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怀

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选择的历史必然性，把对外开放当成与西方社会

全面接轨，思想文化领域一度十分混乱，以至出现

了令人遗憾、影响全局的政治风波。邓小平曾尖锐

地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

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

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

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

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

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

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

容忍了。”[28]他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提出了一个

非常严肃的问题，并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

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

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

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

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

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

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让资

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

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

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

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

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思想

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29]

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价值

观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中国的文化安全受到前所

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优

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

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

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30]“学习外国，必须

坚持为我所用的方针，进行认真的鉴别。对什么东

西可以学什么东西不能学，要做到心里有数。对可

以学的东西，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消化吸收，不能

囫囵吞枣、生搬硬套，更不能邯郸学步、失其故

步。”[31]“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

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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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

化的发展、繁荣。”[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

记告诫全党和世界：“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

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

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

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

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

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33]“各种人类文

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

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

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34]但是面

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

和斗争精神，敏锐地发现思想文化战线在改革开放

中出现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说：“国内外各种敌对

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

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

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

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

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

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

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

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

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35]“如果我

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裁剪我们的实践，用

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

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陈旧的，就要

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

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36]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的差异、软实力的较量，

实质上是价值观的较量。价值观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灵魂和核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软实力的价

值支撑与精神标识，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本质

要求。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取决于全民共同遵

循的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坚定

价值观自信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关键和前提。文化自

信是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的基础。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

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

治久安。”[37]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正确把握自

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的塑造。对于中华

民族来说，独特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独

特的价值信仰，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根脉，更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千百

年来，伟大的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对历史和世界独特

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如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厚

德载物、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和而不同等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成为中华民族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内核，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的宝贵精

神财富。将这些传承下来的精神财富融入新时代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其现代性转化

和创造性发展，才会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

感，才会获得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力量，才会不断

增强凝聚思想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和推动实现

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现实力量。

三、在吸收外来文化中要创造出具

有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新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悠

久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积累的民族，很难建立起文化

自信。而缺少文化根基的文化自信往往是没有灵魂

的空中楼阁。当代中国，坚定文化自信是一个具有

重大时代价值的命题。这个命题不是空洞的政治口

号，而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文化自

觉与文化自信，是对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中

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精神寻根，也是消除部分人在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

船坚炮利和文化殖民影响下，产生的文化自卑和民

族自卑的历史抉择。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高

度重视文化建设工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

就号召全党：“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

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

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

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

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

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38]。他强调，在文化艺术问题

上既要善于学习，又要善于结合，创造出自己的民族

文化。他认为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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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

树一帜。“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

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

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

东西为主。……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

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

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转向东方，东方国

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

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

是行不通。”[39]“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

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

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

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

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

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40]

对于如何让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交流中取

长补短、择善而从，创造出新的文化，毛泽东说：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

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

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

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41]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

体记忆。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

展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

华文明谱系，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璀璨夺目的文

明乐章。这些文明乐章不仅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宝

贵精神财富，也为世界各民族人民提供了丰厚的文化

滋养。“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

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

豪。”[4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

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

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

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

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43]“无

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

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

族是立不起来的。”[44]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发展的根

基。没有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的归

属感就无从谈起，文化建设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但是，我们必须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

的关系，清醒认识到“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

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

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

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

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

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

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45]

改革开放以来，在吸收外来文化与跨文化交流

中，我们一方面从外来文化中学到了非常多的优秀

文明成果，如治国理政的经验、经济管理方式、先

进的科学技术等。这些文明成果促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快速发展，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但非

常遗憾的是，在学习外国文化与跨文化交流中，一

些人的文化自卑与民族自卑的不健康心理也仍然不

同程度存在。他们在对外交往与跨文化交流中，对

中国历史和文化缺乏敬畏，对外国文化缺少鉴别，

以至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美国的空气

都是香甜的”等崇洋媚外的极端论调。这些文化犬

儒主义者尽管是少数，但对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民

族文化的凝聚力，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要清

除部分人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感、殖民地心态，以

及附加在民族心灵上的文化毒素，增强了中国人的

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就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

和文化自觉，发展具有民族精神独立性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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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

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

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

‘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

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46]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的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文化自信

来源于5000年历史的文化传承，来源于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文化滋润，来源

于在革命岁月中形成的红色文化的精神熏陶，来源

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改革创新、自强不息、锐意

进取、敢为天下先的伟大实践。坚定文化自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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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胸怀和开放的

视野，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进中华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的红色

基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构筑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与中国

精神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坚守中华文化精华，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保持对文化理想、

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

造力的执着追求，又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借鉴吸

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创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

点和个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

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

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

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

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

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47]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兼

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政党，在一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十分善于学习别国的优秀的文化，善于将他人好

的东西有效吸收，转化成自己的东西，形成自己的中

国特色。但是在吸收外来文化时，必须坚持从本国实

际出发，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

造的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发展

自己的文明，丰富自己的文化宝库，夯实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根基，努力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

聚中国力量，逐步形成更加强大、更加有影响力的国

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凝聚力、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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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 the CPC's 
Basic Standpoint and Unwavering Values in Absorption of Foreign Culture

WANG Mingsheng

Abstract: The rejuvenation of a nation calls for strong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ower. A nation can not ascend to the world stage without 

advanced culture as its engine, people with rich spiritual world, or increased national spiritual power. Over its centennial history, the 

CPC has been adhering to its founding mission, absorbing foreign culture, and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The party transforms creatively 

while inheriting, and excels innovatively while learning. Marxism is integrated with China’s reality and gloriou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PC is opposed to both cultural dogmatism and cultural conservatism. The party firmly defends Chinese orthodox culture, strengthens 

i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consciousness, maintains unwavering faith in its cultural aspiration and values, ceaselessly pursues 

its cultural vitality and creativity, learns from any beneficial outcome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 open and inclusive mindset, and thus 

creates new socialist culture with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PC; absorb foreign cultur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