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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维度
——从文学研究视角看“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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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 现代社会高科技支撑下的数字技术及其网络技术的发展，标
志着信息化时代和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文艺领域由此发生了市场化转向与
数字化生存的两次重大变革。面对当代中国文艺领域所存在种种问题，文艺工作
者应当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
“坚定文化自信”，勇攀学术高峰，脚踏实地地将文
化自信精神落到文艺研究工作的实处。[方法/过程] 习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提出，建立文化自信应该“立足中
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本文以此为方法
论指导，试图从文学研究视角探索坚定文化自信的三个维度。[结果/结论] 当代
中国的文艺实践在发展过程中，只有始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
保障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坚若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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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高科技支撑下的数字技术及其网络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信息化时代
和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文艺领域由此发生了市场化转向与数字化生存的两
次重大变革。在新形势下，我国文学创作与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学科体系不断完
善、日趋健全，文艺工作者队伍不断壮大，文艺作品数量丰赡，理论研究水平和
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然而，剑分两刃，币面有双。市场与网络的一体化无孔不入
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改变人们时空观念、思维方式的同时，也为中
国文艺创作与理论实践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从总体来看，整个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依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文艺创作数量有余而质量不足，
理论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与高度，学术原创能力仍有待提高。在当代中国文艺创
作与研究领域，文化自信意味着营造与构建属于中国特色的文艺标识，讲好“中
国故事”，书写“中国经验”，形成具备中国特有风格与气质的，有代表性与辨识
度的文艺品牌。坚实的文化自信观念使中国在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交
锋与碰撞时，立场坚定，始终以中国特色文艺实践的健康发展为旨归，不断促进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实现文化强国的构建，推动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话语权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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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与捍卫。习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时提出，建立文化自信应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
人类、面向未来”。简言之，就是坚持毛泽东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
陈出新”。就是要在四个自信的增强态势中，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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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忘本来：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
在筑梦强国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文化自信已成为“中国梦”理想价值观
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习总书记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发出坚定
文化自信的号召，可谓适逢其时，它要求我们在继往开来的大格局中既能不失本
心，不忘本来，又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不忘本来就是不忘根本，不忘中华文
化的传统血脉与民族基因。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对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惟其如此，才能对内增强民族认同，对外在全球化
的舞台上鲜明地彰显民族身份和民族形象。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是一部
苦难到繁荣、从屈辱到富强的史诗，它包含着多少人的流血与牺牲！中国文化也
相应地经历了一个从落后到复兴、从自卑到自信的历史性巨变，它浸透着多少人
的泪水与汗水！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经验，不能割断文化传统，不能忘记历
史与文化的“所来”与“从来”。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是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之根，其以强大
的文化感召力，维系着数千年来华夏子孙集体的血脉认同感与心灵归属感。而传
统文化所带来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凝结成文学创作与研究者的精神基因，决定了
文学创作与理论实践的思想深度与文化内核。因此，在文艺创作与研究领域，强
烈的文化自信，首先根植于文艺工作者与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几千年来源远流长
的历史文明积淀。习总书记指出：“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我说过，站立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
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 13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
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
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1]
当然，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也并非一尘不染。黄河滚滚，必是泥
沙俱下，长江滔滔，难免鱼龙混杂。但因此而怀疑历史、拒斥传统，甚至听任历
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就必然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历史的
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因此，对待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我们必须拥有一种海纳百
川的包容心态，激发内在生命活力，强化自我调节功能。面对传统文化，既要有
明辨是非批判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反思立场，同时还要有以故为新的改造理念和古
为今用的创新精神。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是包括文论与批评在内的当代文艺生存和
发展的根本。伟大的民族传统是当代文化的渊源所在。因此，无论“面向未来”，
还是“吸收外来”，我们首先要“不忘本来”。“不忘本来”需要我们秉承求真务
实态度，牢记推陈出新传统，弘扬守正创新精神。就文化与文艺工作而言，一方
面要重视传统优秀文化对中国现阶段文艺创作与研究实践的借鉴与指导意义；另
一方面，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涤荡，
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然遗失了其原有的时代背景与社会适用氛围，不加选择的接受
与随意滥用必然导致实践悲剧的上演。
习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
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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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
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
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
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
海的文化遗产。” [1]而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连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
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应成为当代文艺创作与理论实践
发展的精神依托与思想宝藏。文艺工作者应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者与传承
者，通过第一手的资料分析与实地考察，挖掘出更多尚且蒙尘的中华文化之精华，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进程，增强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时代的涤荡中形成富于标志性色彩的思想体
系，凝聚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思想智慧与理论思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
化、网络化态势使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状况与发展需求，单
纯依靠传统文明的血脉相传已然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文艺现实，这就要求对传统
文化进行现代意义的转化与阐发。例如，时下兴起的网络文学在经历了单纯情感
发泄的小白文阶段，转而向传统经典文本寻求灵感激发与经验借鉴，兼顾历史文
化的内涵与新时代网络精神的实质，实现传统文化在文艺创作领域的现代转化，
但这方面的探索仍可谓任重道远。在理论研究领域，激活古代资源的新兴研究潮
流也意味着学者正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挖掘、阐发与转换，正在推动文化传统与当代文艺形式的相互适应与协调，
为文化自信的形成与高扬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相关学术探索，也可以说正未有
穷期。2

吸收外来：放眼全球的开放视野

在这个全球化浪潮日甚一日的互联网时代，幅员辽阔的中华民族，也不过是
“地球村”中的普通一员。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大胆“吸收外来”，
我们必须有放眼全球的开放视野，学习西方，洋为中用。就文学艺术研究的实际
情况而言，中国文艺创作与理论发展应该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广泛吸收外来优秀
的文艺成果与实践经验，经过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激荡与融合，形成具备中国特
色与标识的文艺创作与研究实践。习总书记强调“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
搞研究”。1 吸收外来的优秀文艺作品与学术研究成果，使当代中国文艺创作与理
论实践在发展过程中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通过多方位的外来文化借鉴，实现知
己知彼的文化自信。
不同国家与民族，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往往形成各具情态的文
化色彩。所谓“日月不同光，昼夜各有宜。”正是因为各国文化具有差别，世界
才会显得多姿多彩;也正是因为时有分歧，才需要求同存异。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纯而又纯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各国之间在文化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存在分歧在
所难免，但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采取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
扩大共识。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应该因固守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实
践，而忽视外在世界的变化，隔离外来文化中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因子。做着
“天朝大国”美梦的清政府后来遭受的覆灭就是最佳的实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讲话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
个伟大事件，而马克思主义则批判吸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
想，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可以说，没有 18、19 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

ChinaXiv合作期刊

chinaXiv:201801.00123v1

[1]

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 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因子，对人类
思想文明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对于文艺创作与理论发展而言，也是如此。
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文艺想要形成中国风格，获得独立稳定的长足发展，
必然需要对不同国家的历史文明进行积极探索，以更加包容的态度，广泛推动外
来文化成果的引入与译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带有客观视角的主体认知，而不应
满足于被动的接受状态。同时，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应时刻关注外国文艺创作与
理论实践的发展动态，对全球范围内的文艺形势保持高度敏感，保持宏远宽广的
文艺视野，保障文艺观念、思想、实践时刻与世界接轨，实现当代中国文艺创作
与理论研究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融合中被不断地滋养与润泽。
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应采取的态度不是全盘接收，而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如《讲话》所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
化的过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
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1]
文艺工作者在面临形形色色的外来文化时，也需要警惕全盘肯定的拿来主义，时
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所有的外来文化保持批判的眼光，不忘初心。所有引入与
译介的外来文化都应该经过文艺工作者的严格审核，既要避免西方霸权主义的文
化渗透，又要警惕中国语境下的人云亦云。外来文化只能作为文化因子为当代中
国的文艺实践与理论发展提供启发性的研究视角与方法论指导，并不能不加思考
地移植到中国的文艺实践中实现全面契合。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理应以崇高的理
想关怀与坚实的人文精神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之中，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吸收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为我所用，以促使当代中国文艺领域的集百家
之长，养成高度的文化自信。3

面向未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从一定意义上说，未来，只有未来才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目的与动因。因
此，作为与“不忘本来”
“吸收未来”互为一体的“面向未来”，在坚定文化自信
的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注意到，习总书记提出的“不忘本来”
“吸
收未来”“面向未来”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所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
出新”的文化建设方针。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构建是一个长时间的动态发展过程，
需要文艺工作者以发展的眼光面向未来。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理应聆听时代声
响，回应时代呼唤。当代中国文艺只有在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向
数千年来优秀的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精髓的同时，在文化传
承与吸收的基础上养成创新意识，积极提升原创力，树立文艺精品意识，才能真
正实现当代文艺的创新发展，形成真正具备中国特色文艺品牌，促进中国文化走
向世界，培植真正强大、坚定的文化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形色色的文艺作品与理论成果蜂拥而至。过度繁杂的
信息涌入使中国文艺界更多陷于被动的接受过程。文艺创作跟随外来文艺潮流，
在短时间内发生激变，甚至出现现代、后现代思潮的仓促叠合。而学术界忙于理
论的引入与译介，西方一整套话语系统被移植，中国文艺理论界一度出现“失语”
状态[2]。经历文艺创作的失序与文艺理论的失语，文艺工作者们痛定思痛，深刻
意识到“面向未来”的重要性。一味地沉浸在已有的文化资源或是盲目地全盘吸
收外来文化都不是文艺创作与理论健康发展的可取之路。1944 年，毛泽东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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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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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以来，文学界面临新的创作与理论问题，需要加强对已有文化资源与
外来思潮、方法、经验等的系统总结，融通各种资源，立足于当前的文学创作与
研究实践，从中挖出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从而概括
出有规律的文艺新实践，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并通过改革
创新，建构文艺精品意识。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强调，要“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
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1]，追
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1]的务实精神，“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
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 [1]。当代文艺领域想要谋求未来的发展必然
需要长足的发展眼光，不能满足于对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借鉴以及对外来有益文
化因素的引用，需要通过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有益于中国特色文艺实践的
积极转化，实现文艺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创新，推动原创性文化精品的实现。
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需要个性气质，而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的文
艺精品成为 “中国书写”必不可少的个性化元素。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全球
化时代以我为主，扬弃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文艺作品与理论建构中形成带有
中国特色的代表性与辨识度，为当代中国文艺领域的创作与理论研究提供可贵的
“中国经验”[3]，建构真正属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名牌。
全球化时代，着眼于未来，就是通过创新，树立精品意识，构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品牌。中国文艺品牌，用中国理论，提炼中国经验，解决中国
问题，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构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面向
未来，构建中国文艺品牌，利于中国屹立于世界文化强国之列，并在国际竞争中
占领精神高地。中国特色文艺实践的发展既有解决中国具体文艺问题的针对性，
更有解决全世界全人类问题的宏大情怀。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在发展过程中，只
有始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保障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坚若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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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network technology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modern
society marks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nd cultural economy era.
In this context, two great changes of marketization and digital survival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artistic field. Facing various
problems exist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field,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should respond to the call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be confident in our culture”, climb the academic summit, and realize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y do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research
practically.[Method/Process] In May 17, 2016,when General Secretary Xi
was presiding over the symposium 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Beijing，he pointed out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should “be 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 learn from foreign
countries, excavate historical materials, grasp the contemporary
opportunity, care for mankind, and face up to the future”. Taking the
above-mentioned contents as a methodological guid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research. [Result/Conclus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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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only by never forgetting the origin, absorbing the outer resources
and facing up to the future, can we guarante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solid as a rock.
Keywords：Cultural confidence; Literary research; Never forgetting the
origin; Absorbing the outer resources; Facing up to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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