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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阐述了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理念，形成

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国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当代价值、引证典籍、方法论、与相关理论关

系，以及习近平提出的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注重理论层面，实践层面探索较少; 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路径研究不充分;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

不够深入; 学者对传统文化研究呈现肤浅、碎片化的现象; 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关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研

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外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成果散见在一些评论文章之中。要让外国人更多、更好地了

解习近平传统文化观，我们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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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

合论述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道德精髓、现代价值和

传承理念，形成了系统的中华传统文化观。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同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了

《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

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学术界

掀起了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热潮，不仅国内研

究，国外媒体和政界也积极探讨，取得了累累硕果。
笔者现将学者们关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研究做一

个简略的梳理，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未

来努力的方向，希冀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关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研究归结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时代背景研究

李国泉从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
内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文化建设经验总结、科学把握

文化建设规律等方面分析了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形

成背景。［1］刘伟从现实起点、历史逻辑和未来取向

三个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形成根据。［2］

李昊远从哲学角度分析，认为习近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源于三个方面: 世界的

目光聚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梦蕴含着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3］江运东认为，应该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的经济转型、思想文化

激荡、生态危机及国际发展环境等方面研究习近

平传统文化观的产生背景。［4］张新指出，习近平传

统文化观的形成是对毛泽东关于传统文化的科学

评价、历史定位及科学态度的继承，习近平关于传

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实现途径的阐述是对毛泽东

传统文化观的发展。［5］

( 二)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主要内容研究

李国泉、周向军指出，习近平关于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集中表现在对传统文

化有何当代价值及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两

大问题的回答上。［6］王征国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

观主要是从历史、当代、未来三个维度来观察和思考

传统文化问题。［7］李净、谢霄男将习近平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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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的基本内核概括为一个中心(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两个统一( 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统

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统一) 、三个层面( 国家、
社会和个人) 、四种方法( 固本培元、继承发展、创造

转化、深度挖掘) 。［8］殷瑞航从四个讲清楚( 讲清楚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连续性、当代价值及传统文

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等) 来研究习近平中

华传统文化观的内容。［9］赖雄麟、李健从民族使命

感和自信心、民本观、施政观、廉政观、发展观、人才

观、修养观、实践观、交往观等 9 个方面探讨习近平

中华传统文化观的内容。［10］

( 三)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当代价值研究

陈泽环、马天元指出，习近平阐述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

价值。［11］冯思淇指出，习近平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具

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价

值。［12］奚玲、崔楠指出，加强习近平中华传统文化观

的学习和研究，有利于树立全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对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3］赖雄麟、李健从传统

文化的断层与传承，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共通

与互补，捍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治理功用与精神价

值，中 华 民 族 与 世 界 的 沟 通 等 方 面 探 讨 其 当 代

价值。［10］

( 四) 习近平引证典籍的研究

路大虎的《跟总书记读历史》［14］从修身、立志、
为官、治国四个方面选取了习近平历次谈话及文章

中引用的一些典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陈

锡喜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15］让读

者充分体会到习近平的语言风格和魅力。《习近平

用典》［16］通过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等十多个篇章

对习近平所引用典籍的背景义理进行解释，并对其

现实意义进行解读。
( 五)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方法论研究

韩振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方法论思想包括辩证地继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及反对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这两种错误倾

向。［17］李净、谢霄男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传统文化

观坚持了固本培元、扬弃、创造性转化、深度挖掘的

方法。［8］方克立指出，习近平继承了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传统文化观，又有自己的独特性，以马克

思主义学说为魂、中国文化为体、西方学说为用，三

者结合起来，运用了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18］李安

增、朱辰晨指出，习近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凸显

了整体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创新思维方式。［19］

( 六) 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与相关理论关系的研究

该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文化［20］; 传

统文化与“中国梦”的关系［21］;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22］; 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23］; 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话语体系的关系［24］; 传统文化与“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的关系［25］等。
( 七) 习近平关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研究

李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客

观规律，而且廓清了对待我国传统文化问题上存在

的错误倾向。同时他还认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方针为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正确方

法。［26］王艺霖从知行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
他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条件，加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基础。［27］商志晓从哲学的视野进行了探讨。
他指出，社会现实的需要与主体使命共同指向是传统

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动因，弄清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与内涵是传统文化实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义，积极进行实践探索是传统

文化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关键。［28］朝戈金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内容，为什么要继承和发

展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三个维度阐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问题。［29］高长武指出，辩证地认识中

华传统文化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

要前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二者之间既相联系

又相区别，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主

要目的是做到古为今用。［30］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主流媒体、政界要人、专家

学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一系列讲话来

展开的，多是一些散见的评论，如: 2014 年 8 月多维

网刊载《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一文，认为习近平

非常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与深厚; 美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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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刊文，称“习近平一再为传统文化撑腰，不仅

是其个人喜好，更是树立‘三个自信’的历史文化

基础”［31］。
关于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内容的著作主要有俄罗

斯人塔夫罗夫斯基著的《习近平: 正圆中国梦》。该

书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条主线，

介绍了中国梦提出的背景及过程，高度赞扬了习近

平为实现中国梦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和新

举措。一是习近平发展了儒家学说，倡导主流价值

观，号召青年一代要在主流价值观指引下，创造属于

自己的生活和中国的美好未来。二是中国人民的价

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沃土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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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中国梦”凝聚

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这一思想内核还将会得到习近平、其他领导

人及学者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32］

美国纽约大学熊玠著的《习近平时代》，由美国

时代出版公司于 2015 年出版。该书介绍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从政经历、“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对“中国威胁论”
“中国崩溃论”等做了正面回应等。一是习近平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

源。二是习近平唤醒传统文化之魅力，又赋予其现

代化之魂魄。习近平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解

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库。三是习近平提出的“中

国梦”是以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为基础的。习

近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
特创造、价值理念梳理清晰，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

信和价值观自信。［33］

综上所述，国外媒体、政界要人、专家学者对习

近平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论述的研究为我们

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让我们

听到了更多真实的声音，感受了思想和实践的力量。

三、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思想，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除

举办了多次座谈会外，各类学术期刊也发表了众多

研讨性的文章。这些座谈会及论文的内容具有涉及

面广、理 论 水 平 高 等 优 点，但 也 存 在 着 一 些 共 性

问题。

其一，学术界侧重于对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的

解读，理论层面的研究多于实践层面的研究。人们

或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辨别与分析，以

期实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 或者

致力于传统典籍的现代诠释，运用传统文化精神去

医治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精神疾病; 或者以简

单的政治化倾向图解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沦为缺

乏论述力的粗陋的辩护工具……相对于观念结构，

政治实践具有更为强大的重塑力。历史地看，它可

以瓦解传统文化生存、发展及支配人生活秩序的制

度支撑; 现实地看，它又会以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现

实力量，对传统文化不断地进行解构与重组，最终使

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素质被组合到新

的理论体系、新的社会制度之中，并在现代社会发挥

积极的社会功能。由此可见，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就必须改变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

践脱节的现状，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视线更多

转向现实的政治实践特别是社会制度建构。只有这

样，中国道路才能焕发出巨大的活力，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坚实。［34］

其二，对于如何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对策和具体措施研究较少，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

如何进行实践是我们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根本

落脚点。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实践层面的要

求，只有积极参与实践，我们才能使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不断地延续和发展，使其在新时代重新发光发热。
其三，一些研究较为片面、浅薄。究其原因是研

究者本身对传统文化了解较少，甚至一知半解，对于

究竟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及如何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研究，或者是人云亦云，或

者是望而却步，这就无法使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些学者由于缺少历史文化知识背景，往往把儒家

文化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事实上，诸子百家在中

华文明史上都曾绽放出自己的光芒，各个学派的思

想相互碰撞，共同造就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

文化。诚然，汉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官方的主流

意识形态，但其他诸子百家思想仍然活跃在历史舞

台，道家的“道法自然”，法家的“法不阿贵”，不仅显

示了先民们的生存智慧及对治国理政之道探讨所做

的不懈努力，而且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大放

光芒。因此，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仅限于对儒家

文化的研究。
其四，很多学者忽视了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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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

方面，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要受到

社会存在的影响和制约，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社会

意识迟早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具有相

对独立的特点，表现为与社会存在的不完全同步发

展、继承性、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等。有鉴于此，

中华传统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具有

继承性的特点，但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更不能直

接拿来，只有把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

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 二) 国外研究存在的问题

国外文献多为媒体、政界要人或专家学者发表

的一些介绍性的文章或谈话，或者是习近平治国理

政的纪录片，主要从政治上解读习近平治国理政的

新思想新举措，其中涉及一些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

的简单评价，都是一些比较零散的看法，缺乏学术性

和系统性的研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国外文献从

学术角度对习近平的中华传统文化观做更为详尽、
系统的研究。

四、加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努力的方向

( 一) 加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实践层面的研究

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而且是认识发展的不

竭动力。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

在理论层面，或者关起门来坐而论道。文化不仅是

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集中反映，而且要为社会政

治、经济发展服务。我们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眼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需要，把传统文化

同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实

践密切结合起来，把它同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增强文化自信、家风问题、社会公德问题、人与人交

往中的诚信问题、家庭养老中的孝道等联系起来，努

力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及新

问题，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育作用，真正

做到古为今用，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局面。
( 二) 加强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

研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博大精深。如何让我们的青年人对其加强了解甚至

耳熟能详进而高度敬仰，产生极大的文化自信，这就

要求研究者深入思考，向社会各界进行调查研究，采

取有效措施，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们最

可能想到的就是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更多地增加传

统文化的内容，在大学开设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

这的确是一个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渠道、主
阵地。除了学校教育，研究者还应该思考如何通过

大众传媒等多渠道、多形式宣传传统文化，使全体人

民能够耳濡目染，了解我们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掀

起全民族喜爱传统文化的热潮，并转化为全体人民

的自觉行动，以此来培育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增强

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研究者还应该考虑如何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更具有吸引力的信息

技术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优秀成分全部

释放出来，纳入现代思想文化和民族精神框架，使每

一个国人都从这种精神土壤中汲取营养。这是每一

个从事文化宣传和研究工作者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

责任。
( 三) 加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研究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是过去还

是现在，都有永不褪色的价值。他要求我们要“以

古人之规矩”来“开自己之生面”，在新时代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35］

加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

究，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确立中华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还要反对两种错误倾

向，即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二是要积极

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求相适应。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引导中

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使其成为

推动和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

基本遵循。三是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

化。只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通俗化、
大众化成为中国人的日常文化和道德观念，才能增

强全体人民的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也才能获得创造

性发展。［36］四是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反思与

整合。只有积极地反思、批判、扬弃和改造传统文

化，它所包含的优秀文化精髓才能被释放出来并被

整合为国家现代化的有效资源。五是培养高度的民

族文化自觉与自信。文化自信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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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文化自信

是更根本、更深入、更持久的力量，国人没有对本民

族文化的高度自信，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

丰富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就不可能有信心进行创造

性转化。相反，如果不进行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和

发展，使传统文化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容纳新的内容，

久而久之，国人就会丧失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 四) 加强自身传统文化修养

首先，学者要认真研究传统文化经典。中华传

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选择一些篇章认真阅读，并认真分析作者的思想，

不能断章取义，以免造成误解或曲解。其次，用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读

传统文化典籍。特定历史时代的思想、观点要站在

特定历史时代去看待，本着客观的态度分析评价历

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不厚古薄今，也不是古非今，

还历史一个本来的面目，传播正确的传统文化观。
( 五)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国外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研究主要是政界和

媒体，从系统、全面的角度研究的较少。政界和媒体

大多是从一些讲话中捕捉信息，发表一些评论性的

文章或著作，其观点是零碎的、不系统的。这种状况

的存在说明了国外学者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知之甚

少。要使国外学者更多地了解它，就有必要研究如

何讲好中国故事，使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

化，树立良好的中国形象，以促进我国与世界文化的

交流与互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要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和阐释好中国特色。
中国故事既包括红色故事、改革开放故事，又包括传

统故事。传统故事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浓缩，讲

好传统故事是有效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的良好载体。［37］讲好传统故事、推进传统文化走出

国门的方式归结起来有两种，即官方和民间，以官方

为主渠道。官方的途径如: 办国学研究院; 开展文化

旅游; 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吸引外

国学者参与等。民间的途径如: 民间艺术团走出国

门，以传统戏曲、绘画展览、服装表演、影视艺术等诸

多喜闻乐见的形式到华人华侨聚居地宣传传统文

化，让更多海外华人了解祖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增进他们对祖国的情感。
总之，我们研究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之目的在于

“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

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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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view of the Ｒesearch on Xi Jinping's Traditional Culture View
SUN Huiming

( College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Zhengzhou 45119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Xi Jinping has stated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and concepts，characterized by a unique
view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Xi Jinping's traditional culture view mainly focuses on the his-
torical background，main contents，contemporary value，cited classics，methodology，the relative theories as well
a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achieving fruitful theoretical re-
sults． However，some similar problems still remain such as mor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less practical ones，the
insufficient ways of overall renewed traditional culture，lack of depth in the research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the appearance of superficial and fragmented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ulture，and the
like． These problem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ing the study on Xi Jinping's traditional cul-
ture view． The relative foreign study has achieved a lot，which scatters in some commentaries． The Chinese stories
need to be told and spread in an appropriate way in order to make Xi Jinping's traditional culture view known well
by more foreigners．

Key words: Xi Jinping; traditional culture view; the review of research

·01·

2019 年 12 月
第 34 卷第 4 期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ＲNAL OF HENAN UNIVEＲSITY OF ENGINEEＲING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Dec． 2019
Vol． 34 No．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