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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寻根
——中华文明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根基
郭庆松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 奉贤 201418）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赖以产生、发展和深

化的文化逻辑。从 5000 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开放、创新和变革精神书写了中华灿烂文明发展的历史轨
迹，它注释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根基；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近 100 年革命文化看，革命性、时代性、创新性
构成其特殊的精神因子，它铸就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基因；从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看，政治性、先进性、人民性构成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它成为引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文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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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
继续前行的力量。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
启示就是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

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中国共产党建立近 100 年革命

文化的精神因子，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精神内核，这些都构成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1]
潮流中发展。
”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不仅坚持了历史

赖以产生、发展和深化的文化逻辑。习近平总书记

前进的大逻辑，
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潮流，
而且实现

指出：
“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

了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中华文明变

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

革图强的文化逻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前

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

行的实践逻辑的有机结合。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

[2]
基。
”
几千年前，
我国先民就提出了
“周虽旧邦，
其命

典作家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萌芽，深刻注解了科学

维新”
的命题，
《荀子》有载：
“夫道者，
体常而尽变，
一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
开放、
创新和变革等

隅不足以举之。”这其中讲的体常与尽变的联系，实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很好注

际上揭示的是守正与创新的关联[3]。中国人民既有

释了中华文明变革图强的文化逻辑；改革开放的成

坚守正道的传统，那就意味着按照事物的本质要求

功实践，有力注解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前

和发展规律去行事，
从而确保制度设计承接历史、
工

行的实践逻辑。

作安排注重联系；
又有开创新颖的历史，
那就意味着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华灿烂文明历久弥

突破传统的束缚和既有规则的限制，从而确保制度

新，中华优秀文化一脉相承。5000 多年中华优秀传

设计超越历史、
工作安排突破常规。守正与创新，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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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侧重点不同，但两者又是内在统一的，这是中华

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传统文化独到的优势，
也是中华文明绵延 5000 多年

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

的内在缘由。梁漱溟有言：
“ 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

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

后若先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伦、印度、波斯、希

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

腊等，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

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

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其独立之民族

[7]
来、展示出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是

[4]
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这其中有守正传统的

人类发展可以借鉴的共有的精神产品，更是解决当

因素，更有创新和变革基因的贡献，还有开放精神

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精神武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

所使然。开放引发内部体制的震动，也是中国历史

放不仅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逻辑，而且内

的常态。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应用“刺

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从思想观念

激—反应”理论来研究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动因，

方面看，
“道法自然”
“以民为本”
“大同”等不仅是中

结论是中国社会内在变动的反应主要来自外来刺

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

激，并且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增长是对西方和日

要成果；从人文精神方面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5]

本侵略的反应”，
“ 民族主义也反映了中国人要睁

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人文传统深厚；从道德规范

[6]
眼看世界，要应对外来的刺激”
。开放、创新和变

方面看，儒学的许多思想都与道德规范直接有关[8]。

革精神，书写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注释

很显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标识的重要内

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根基。

容，
“道法自然”
“以民为本”
“大同”本身就很好地注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所独有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解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渊源。与此同时，儒

主义先进文化既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

家所提倡的“见贤思齐”思想观念，也是当代中国改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时代诉求和革命

革开放的文化源头之一。

行动,也传承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道法自然”理念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二十

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肇始

五章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

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这里所讲的“道”，可以理解为规律、原理、法则，也

现象，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丰富发展于

可以进一步延伸为构成世界的本体、创造宇宙的原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革命性、

动力、促使万物运转的规律、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

时代性、创新性构成其特殊的精神因子，它不仅铺

等。
“ 道法自然”主要强调的是，天地间发生的万事

就了中国革命实践胜利的精神道路，而且也铸就了

万物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道”的运行也是自然而然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

的规律，要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按照事物发展的

化是当代中国特有的新文化现象，它是在新中国成

内在规律办事。很显然，
“ 道法自然”有无为的含

立 70 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

义，但通过无为可以达成有为。对于经济社会发

孕育并走向成熟的。政治性、先进性、人民性构成

展，执政者可以根据万物运转的规律和组织行为的

其独特的精神内核，它不仅成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

准则作出某些历史性决策，创设一套良好的制度和

复兴的精神航标，而且也成为引领当代中国改革开

体制机制，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发挥民间的智

放不断发展的文化因子。

慧和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多元发展的格局下，

一、从 5 0 0 0 多年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标识看改革开放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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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在重大部署之后，政府可以通过企业、社会组织和
公民的自为以实现无为而无不为，通过现代组织、
公民个体的自治以实现无治而无不治。这实际上
就是我们党在作出改革开放历史性决策后推动改

革开放进程的真实写照，也很好地注释了改革开放

的表达，如《道德经》第四十九章的“圣人无常心，以

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同频共振[9]。与此同时，

百姓心为心”，讲的是高明的执政者没有自己的主

《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还提出：
“敝则新，
少则得，
多则

观意志，应该以百姓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
《道德

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在这里，
“敝”
可以理

经》第七十二章的“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说的是当

解为“破除”
“破旧”的意思，
“新”可以理解为“生新”

老百姓不再害怕执政者的淫威时，可怕的祸乱就会

“创新”
的意思；
“敝则新”
实质上就是破旧立新、
推陈

到来。尽管法家主张君权至上、以武力实行霸业，

出新、
变革创新的含义；
“抱一为天下式”
讲的是只要

但同时也强调“以民为本”。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

掌握万事归一的法则就可以有效治理天下。很显

管仲的《管子》认为“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商

然，老子对于改革创新有一种内在的认同。此外，

鞅的《商君书》指出：
“ 圣人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

《道德经》第三十章有言：
“师之所处，
荆棘生焉；
大军

能用力”，都是强调民众是兵源和给养的重要保证，

之后，
必有凶年。
”
这就是说，
老子并不赞成用社会革

治人必治心，治心方能用其力。诚如近代梁启超感

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那样会引发大动干戈的

言：要之我国有力之政治理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

残酷战争，
可能还会出现接连不断的瘟疫和灾荒，
生

下，行民本主义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

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局面难以避免。这一方面体现

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

他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比较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也

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

体现他社会变革、
改革创新的精神实质。

疑为无源之水，
非知言也[11]。这就是说，
当代中国的

“以民为本”理念产生于西周时期，成熟于春秋

改革开放，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以民为

战国时期。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在思想体系、文化认

本”精神不能磨灭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

识、政治主张、治理理念等方面有所不同甚至存在

的必然结果。

很大的分歧，但大家对于“以民为本”的认识基本上

“大同”理念主要来源于儒家，但墨家与道家也

是一致的，尤以儒家文化更为强调。儒家文化一以

有贡献。在儒家的《礼记·礼运》篇中，论述了大同

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

社会“天下为公”的美好景象：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

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之道，和谐社会[10]。在孔子所编纂的《尚书》中就有

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即“皇祖有训，

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出自《尚书·

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五子之歌》
）。据《荀子·哀公》记载，孔子还曾说过，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

是谓大同。”
《尚书·尧典》也有载：
“ 克明俊德，以亲

则覆舟。”孟子在《孟子·尽心下》直白：
“ 民为贵，社

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离娄上》坦言：
“ 得天下

在儒家看来，
“ 大同”社会就意味着：人人都为社会

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而非为己劳动，老弱病残都会受到社会的照顾，公

斯得民矣。”可见，在儒家文化中存在“天民一致”的

职人员的选拔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呈现夜不闭

理念，意思是说，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体，在民意

户、道不拾遗的景象，邻国之间友好和睦而没有战

之上并无更高的所谓“天道合法性”，合乎民意的社

争和阴谋，良好的社会治理还会让人亲密团结、与

会变革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了的，国家统治者或社会

人为善、天下安宁等。墨家的《墨子》书中有《尚同》

治理者只能顺乎民意推进改革并以此来改善民生

篇，墨子在《尚同》中说：
“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

福祉。因为就如《荀子·大略》所言：
“ 天之生民，非

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

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同样，道家也有类似

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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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

改革创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尽管不好说墨

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这就是

家借鉴了儒家的思想，但至少可以说“见贤思齐”乃

说，天下万民“上同”于天子，确保天子聪明圣智、无

是儒家和墨家的共同主张。

所不知、惩恶扬善，以此实现天下大治。道家的“大
同”理想则在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在桃源洞的这块人间乐土，社会环境和生
活环境是和平、宁静和温饱的，人们与剥削、压迫和
战争隔绝，大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对外部
世界的王朝废兴、社会动乱闻所未闻，自进洞之后，

二、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近 1 0 0 年
革命文化的精神因子看改革开放的文化
逻辑
革命，从本源上讲具有革旧鼎新、改变命运之
内涵，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运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鲜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理想社会的美好生活由

见。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世

此展现在人们面前。无论是儒家的“大同”理念还

界的传播，革命就演变为暴力手段的代名词，意味

是墨家与道家的“大同”理想，展现的都是人们对美

着要采取必要的甚至暴力手段来推翻旧有秩序以

好社会、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在古代社会，儒

建立新秩序。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也有一个逐步演

家等的“大同”理念呈现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境，

进的过程，从最初的“改朝换代”
“改变天命”的简单

但确实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梦想

目的走向后来的救亡图存、民族振兴、人民解放的

精神，而在一定程度上要实现人们对这种美好生活

崇高目标。这就是说，历经几千年的沧桑洗礼，革

的追求，只能通过不断的社会变革和改革创新来

命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特点。就如孙

推动。

中山所言：
“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

儒家所提倡的“见贤思齐”出自《论语·里仁》的

[12]
以后，
革命之事实，
已数见不鲜矣。
”
但作为一种特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还有类似

殊的文化现象，革命文化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五四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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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如《论语·述而》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主创者是中国共产党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讲的都是要善

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继承、发展和完善者则是

于拜人为师，善于向有德行或才干的人学习，善于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其积极成效就

从别人的错误中发自内心地反省和改正自己，从而

是激发中华儿女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和奋发抗争

弘扬自己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显然，当代中

的斗争牺牲精神。毛泽东曾经指出：
“革命文化，对

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儒家“见贤思齐”思想在当代中

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

国的一种很好实践。与此同时，作为儒门圣典、六

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

经之首，
《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13]
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君子处事待人一方面

的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革命文化

要效仿“天道”，具有刚毅坚强、发愤图强的人文精

所凝练的革命精神有很多，其中包括革命战争时期

神，另一方面要效法“自然”，具有承载万物、包容开

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

放的胸怀境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孔子的“见

安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以及和平建设时

贤思齐”也是一脉相承，本身也内含着尊崇规律、学

期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
“两弹一星”

人之长、改革开放的精神追求。此外，作为墨家学

精神、红旗渠精神、小岗精神、特区精神、九八抗洪

派的创始人，墨子在《墨子·尚贤》有“尚贤者，政之

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

本也”的表述，讲的就是崇尚贤能乃为政之本，这实

神、北京奥运精神等。这些革命精神谱系交相辉

际上是“见贤思齐”的政治表达，主要目的是在选人

映、相得益彰，灿若星河、扣人心弦，成为支撑中国

用人方面要打破血统界线和论资排辈的弊端，弘扬

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

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精神法宝，成为中国人民饱尝

段，是外在表现形式，任何偏离改革的革命性特点

艰辛而斗志更强、千锤百炼而意志愈刚，创造一个

的这些要害、灵魂和本质，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

又一个奇迹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现代和当代中国

有害的。

的发展意境中，革命性、时代性、创新性内化为革命

时代性是革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任何文化

文化的精神因子，也深刻注解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都是由具体的时代创造出来的，都有鲜明的时代烙

的革命文化逻辑。

印，离开时代性的文化迟早会被时代淘汰和抛弃。

革命性是革命文化的本源性特点。革命文化

英国学者威廉斯有言：
“ 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

发端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实践，因此，革

[16]
式。
”
这就道出了：
文化不仅是个体的更是社会的、

命性是服务服从于中国新民主主义斗争实践的革

整体的，不仅是日常的更是时代的，不仅是高大上

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历

的更是接地气的。文化的时代性特点是文化所具

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有的潜移默化的持续性影响的基础和前提。产生

等一系列腥风血雨的残酷战争的洗礼，革命文化不

于特殊时代的革命文化，自然有特殊时代的时代烙

断由“批判的武器”的主要功能转化为“武器的批

印。革命文化产生于危难时期，面对的是列强入侵

判”的某些作用，革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不断彰显，

的残酷屠杀、封建残余的残酷统治、官僚资本的残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

酷压榨等诸多惨象以及土地被瓜分、人民被奴役、

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

资源被掠夺等种种惨状。由此，革命文化一经产

察报告》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 革命不是请客吃

生，就与“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就与

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

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天然不可分，内含个人幸福、

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

群体出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价值追求。这种

[14]
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新

革命文化的时代烙印，铸就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中国成立后，作为一种暴力手段的认识论基础，革

依靠人民”
“ 以人民为中心”
“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还以一种认识惯性和制度刚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精神品格和价值立场。

性得以延续，但在内涵和内容上却发生了潜移默化

改革开放就是出于“人民温饱都成问题”的深刻忧

的变化，
“ 革技术落后的命”
“ 革生产力落后的命”，

患和“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改

逐步引发了人们的共识，革命性特点的包容性和生

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

命力在拓展和延伸。如邓小平所言：
“ 改革的性质

[2]
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革命

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

文化的时代性特点，不仅召唤改革开放的人民立

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

场，而且注解改革开放的民族情怀。如胡锦涛所

[15]
上说，
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
由此，
改革的

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了三次伟大革

革命性特点从过去的革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直接

命。第一次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

引申出来。需要指出的是，改革的革命性特点源自

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

革命文化的革命性特点，这对于推动改革开放不断

步打开了闸门。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深化、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思想文化深刻变动、人们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

意识主流重塑等具有积极的精神建构与导向作用。

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

但是，改革本质上还是要发挥扫除生产力发展障

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

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功效，最终目标还是服务

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第三次

服从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

革命是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改革的革命性特点是手

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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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

创新性是革命文化的鲜明特色。孕育于中国

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革命实践并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武器，革命文

[18]
践。”
从文化的组成和根脉上来说，革命文化和社

化的发展进步在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的理论创

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

体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得到有力彰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

文化的重要来源。因此，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抗

文化的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中华优秀

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

传统文化的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革命

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等，就是革命文化的创新性特

时期创造的，而同样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

点在理论创新方面的集中展现。新中国成立及至

主义先进文化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

改革开放前的近 30 年时间里，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

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孕育并不断发展的。当下，我

期党的总路线的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

们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质上就是指中国特色社

时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

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出、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推动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它

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

源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现代科学

等，也都是革命文化的创新性特点在实践创新、制

精神和文化价值立场，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度创新方面的集中体现。革命文化内含创新性特

向未来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正是由于

点，革命文化的创新性特点呼唤改革开放的伟大实

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马克

不动摇，这是政治性的要求；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先

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进文化也要与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相匹配，体现现

新。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启示我们：
创新是改革开

代性和时代性要求，这是先进性的体现；此外，社会

放的生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
[2]

主义先进文化还要坚持人民大众的导向，具有与广

境”。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每一次进步，无不体

大人民群众利益紧密联系的特征并不断提高人民

现创新性特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党的理论创新

群众的精神境界，这是人民性的诉求。可以说，社

的不断推进并持续引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性、先进性、人民性的精神

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新的辉煌，特别是邓小平理论、

内核和本质特征，同样蕴含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体

化逻辑。
政治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以

系和重要观点，不仅深刻反映党的主要领导人的创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准则，

新性思维和创新性精神，而且深刻体现革命文化创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是社会主义国家

新性特点的当代形态。

性质不变的“压舱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

三、从新中国成立 7 0 多年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核看改革开放的文
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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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性要求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指导地位不动摇，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意识
形态阵地，本质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

意识形态的各项工作。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

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是

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所在，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性要求也就必须体

会主义先进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桥梁就是

现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灵魂。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一方面，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改革

先进性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在 40 多年改革开放

开放的每一次发展和进步，也无不体现与时俱进、

的实践中，
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不断

求真务实的直接成效。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

中明确指出：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

党的面貌，体现的是改革开放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

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

先进文化的先进性要求。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所铸

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
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

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也成为发展

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成果。

系和上层建筑。”
“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人民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立场。人

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

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

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

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本色，人民性和人民立场同样

[19]
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习近平总书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鲜明品格和亮丽本色。马

记在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时同样得出结

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人民立场

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

论：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
[2]

决定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

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可见，社

和使命，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心和使命。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政治性要求，不仅从文化逻辑上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人民性和人民立场同样召唤文

建构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立场，而且从根本

化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初心使命，那就是

方向上确保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行稳致远。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先进性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物质

这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还是党的决心。社

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先进生产力是先进文化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人民性诉求，要求我们必须贯彻

发展的物质基础，先进生产力也要有先进文化发展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

作为前提和条件。判断一种文化的先进与否，首要

要解决“人民温饱都成问题”的窘境和“贫穷不是社

标准是要看它是否适应和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会主义”的考问，回应人民性的诉求和人民立场的

凡是适应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就是先进

坚守。显然，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我们
“全面推进幼

文化；
凡是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就是落后或腐朽的文化。恩格斯曾经指出：
“哲学和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

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

福祉。“
”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

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

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

力，
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
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

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

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

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

[20]

内。
”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同样也是适应和推动社会

[2]
了！”
人民性在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得到彰显，

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人民立场在改革开放的精神铸就中得到弘扬，从而

先进性要求，
必然召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以先进生

很好地从人民性的角度印证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产力来回应先进文化的要求。而在这其中，嫁接社

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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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ing for the Cultural Root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GUO

Qingsong

Abstract: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constitute the cultural logic on which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based, developed, and deep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more than 5,000 years, the spirit of openness,
innovation, and reform has charted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lendid civilization. It
illuminates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the CCP in the past 100 years, the revolutionary, contemporaneity, and innovation
constitute its special spiritual factors, which are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of PRC in the past 70 years,
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affinity to the people constitute its unique spiritual core, and it has become a
cultural factor lead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ontemporary China, Cultural Foundatio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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