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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學院成立20周年暨「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論壇近日在中央社

會主義學院舉行，10位中外知名學者圍繞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差異與互

通、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機遇與挑戰等議題展開深度對話，共議推動中國

與世界共同發展繁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民進中央主席、中華文化學院院長嚴雋琪表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

盛，總是以文化的興盛為支撐。第十一屆民進中央主席、中華炎黃文化研

究會會長許嘉璐亦表示，當前，需要努力傳承優秀的中華文化，用百姓聽

得懂的話語講清楚中華文化，向世界貢獻中國智慧。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向世界貢獻中國智慧

——中華文化學院成立20周年暨「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論壇在京舉辦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出，要堅持文
明交流互鑒，建設開放包容的世界，

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推動全球治理理
念創新發展，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
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
點，繼續豐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
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是次論壇聚焦「中華文化與世界文
明」，倡導以文化共存反對文化霸權、以
文化交流打通文化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
文明衝突，增進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相互信任，推動中國與世界的共
同發展、共同繁榮，推動形成當代世界真
正的共同價值。論壇上，與會專家學者圍
繞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差異與互通、中
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吸納與創新、中華文
化走向世界的機遇與挑戰、中西文明對話
與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等四個議題展開深
度對話。

保持民族特色傳播中華文化
嚴雋琪在致辭中表示，中華文明始終尊
崇不同文明間發展機會的均等和發展方向
的自主，對促進人類文明的包容發展具有
深刻的現實意義。

嚴雋琪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
盛，總是以文化的興盛為支撐。中華文化
學院將以研究、傳播和復興中華文化為職
志，強化文化共識、增進文化認同，努力
建成愛國人士的培養基地、中華文化的傳
播窗口、文明互鑒的交流平台。
「21世紀的世界文明正在發生巨大變
化。」許嘉璐指出，經濟全球化條件下，
與殖民、戰爭、壓迫相伴而生的西方現代
化走向了歷史的反面。「中華民族是吞食
苦澀甚多而甦醒過來最快的民族之一。」
他認為，中國的發展歷史充分證明，各國
只有立足於本國的民族文化，保持本國的
民族特色，才可能借助獨特的民族文化使
世界認識自己，從而走向世界。當前，要
努力傳承優秀的中華文化，用老百姓聽得
懂的話語講清楚中華文化，向世界貢獻中
國智慧。

開放對話 世界文化互融互鑒
著名漢學家、德國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

沃爾夫岡．顧彬認為，中國是歐洲文明的
「福分」，中華文化一直為西方文化提供
滋養，但長期以來，西方人並不了解中華
文化與世界文明的對話歷史，更不了解中

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影響。他說，「如果
說20世紀的德國哲學是『我者』與『他
者』的對話，那麼今天的世界就是『我
者』與『夥伴』的交流，開放對話為當今
世界不同文化間互融互鑒、打造人類命運
共同體打開了大門。」

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同行
在當日的論壇上，多位來自宗教、歷
史、哲學等領域的知名學者形成了三點基
本共識。其一，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
以國家形態延續至今的偉大文明，崇尚孝
悌、尊奉民本、注重和諧、追求大同，對
於當今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意義和當
代價值，為人類社會提供了一套明顯區別
於西方價值的文化資源，為構建人類共同
價值貢獻了獨特的東方智慧。
第二，文明因互相交流而多彩，文明

因互鑒而豐富，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互
融互鑒的歷史現實充分說明，多樣性與
差異性是不同文明互補共融的基礎。與
會專家學者們認為，中華民族是開放包
容的民族，中華文明是善於學習創新的
文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推動中華
文明與世界其他文明互鑒互融的重要動
力，亦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淬煉人
類共同價值的重要支撐。
第三，中華文明完全可以為新的全球化

時代注入更為積極進步的文明內涵，中國
應當、亦必須在保持深沉的文化自信的前
提下，努力向世界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
國方案、分享中國經驗，為優化全球治理
秩序、塑造人類美好未來探索更好的共贏
之路。
據悉，中華文化學院為紀念成立20周

年，9月以來已相繼舉辦「中華文化與宗
教中國化」、「中華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和「中華文化與一國兩制」等高端
論壇。

中華文化學院成立於 1997
年，與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是「一
個機構，兩塊牌子」，是唯一一
所以「中華文化」命名的中央級
教育機構，主要面向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華僑華人開展教育培訓和
文化交流。
據嚴雋琪介紹，20年來學院舉

辦各類文化培訓班次300餘期，
培訓港澳台和華僑華人學員逾
2.5 萬人次，為落實「一國兩
制」、推動祖國統一、實現民族
復興作出了積極貢獻。
據了解，該學院自成立以

來，持續開展針對港澳台青
年、海外華僑華人以及國際友
人的交流與研修活動，構建並
不斷創新文化培訓的形式內
容，形成了「國情研修班」、
「台灣大學生中華文化研習
營」、「中華文化系列講座」

等一批精品項目；積極拓展對
外交流交往渠道，組織或參與
「中華文化經典誦讀」、「中
華文化論壇」、「亞洲文化論
壇」、「世界孔子論壇」等重
要活動100餘次，在海內外形
成較大影響。
自2016年以來，中華文化學

院全面推進教學科研改革。其中
包括以文化共識教育為核心，面
向十大群體講清楚中華文化的
「10個講清楚」教培項目試點，
開設了《中華文化要義：大一
統》、《中華文明的演進》、
《中學西傳：歷史和意義》等多
項全新課程，並以中華文明傳承
創新為重點，建設統一戰線高端
智庫，打造「中華文明研究中
心」，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為
學院在新時代背景下充分發揮作
用探索了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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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的一體性體現在，其有廣泛
基礎的、高度同一的主流價值觀和文化
精神，同時又是「多元」的，既融合了
中原文化、吳楚文化、巴蜀文化、閩越
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境內

眾多地域文化的因素，又通過文明對話
的多種通道比如絲綢之路，與世界各大
文明廣泛交流，這種獨特的融合力、同
化力是中華文化凝聚力的來源，亦是中
華文化生命力的保障。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理念，根
植於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借鑒了人類
文明的優秀成果，契合了世界人民求和
平、謀發展、促合作、要進步的共同訴
求。這一理念的實質在於「以人為本」

與「合作共贏」，體現了應對人類共同挑
戰、創造全人類美好生活的責任擔當，為
應對當前全球性挑戰指明了方向。中華文
明理應對構建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根植中華文化體現責任擔當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文化的價值與功能，在於互
為觀照、互為包容、互為滲
透、互為昇華。從這個意義
上說，不同文化都有其普適
性的成分，普適價值不應該
是西方文化的專利品。
中華文化之所以生生不

息，亘古常新，就在於其核
心精神具有普適性。比如
「天人合一」、「和而不
同」、「汎愛仁慈」等等，
皆呈現鮮明的「自強不

息」、「厚德載物」的本質
屬性，其超越時空，超越族
群與階級，是今天進行東西
方文化接軌與融合的重要資
源，其與西方文化中「自
由、平等、民主、法治」的
價值觀殊途而同歸。
故此，提出和肯定中華文

化的普適價值，是世界文化
對話與融合的前提，而世界
文化的對話與融合，則為引
領未來新型世界文明的走向
創造了最佳的契機。

中華文化核心精神具有普適性

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要正確處
理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的關係，這就
需堅持「做自己」，注重中華文化的
主體性；亦要堅持「在一起」，注重
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的共通性。中國
與世界應當在多元中求共識、在差異
中求會通，在尋求統一中包容差異、
在尊重多樣中確立一體，成為真正的
命運共同體。
「做自己」強調主體性，「在一

起」則更多強調可以溝通的東西，不
僅是地理、經濟、社會的，更重要的
是價值、文化包括宗教的。「做自己」
是一個「我是誰」的問題，「在一起」
是一個解決與他者的關係問題。「我
是誰」的確立一方面依賴自身個性，
另外一方面亦關聯着跟他者的關係，
而跟他者的關係又和如何塑造自身密
不可分。故此，只有「在一起」中，
才有可能成為更成熟的自己。

王博
北京大學副校

長、哲學系宗教
學系主任

多元中求共識 堅持「做自己」和「在一起」

在中國傳統文化問題上，
打着弘揚傳統文化的旗號，
厚古薄今、頌古抑今、是古
非今的傾向趁機膨脹，已不
容忽視。當前應還中國傳統
文化以本來面目，給它們以
恰當的歷史定位，真正做到
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
展。
要確立一種大歷史觀，必

須將回顧往昔、立足現在、
開創未來這三者作為一個統

一整體，將立足中國、環顧
世界、縱貫古今中外這三者
有機地統一起來。
今天，全球化、信息化已

席捲整個世界，誰最善於利
用世界各種不同文明精神生
產、物質生產乃至制度生產
的優秀成果同自己所固有的
優秀文化傳統有機結合起
來，在彼此融合和融通中開
闢自己的新路，誰就能夠佔
得先機，領跑於世界。

在批判中繼承在創新中發展

姜義華
上海市政協六、七、

八、九屆常委，復旦大
學歷史學系教授

貝淡寧
加拿大籍著名漢學

家、山東大學政治學與
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民主選舉制並不是衡量政治進步
的唯一標準，在中國長期政治實踐
中形成的「賢能政治」同樣是重要
的判斷標準。「天下為公，選賢與
能」的歷史傳統決定了賢能政治比
民主政治更適合中國的國情、歷史
和文化。

民主選舉制不是衡量
政治進步唯一標準

與 會 專 學家 者 觀 點

蔡武
全國政協外事

委員會副主任、
文化部原部長

黃樸民
中國人民大學

國 學 院 執 行 院
長、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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