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
———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研讨会冶 综述

吴文新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传遍世界, 在中国扎根成长并开

花结果, 历经多个发展阶段,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创新

发展的新境界。 2018 年 3 月 23—25 日,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联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在山东大学 (威海) 举办了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暨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研讨会冶, 来

自全国 60 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20 余位专家学者, 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高度对文化创新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 新时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的战略意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发来贺信, 贺信中讲到, 面对当今日趋激烈的文化和意识形态

斗争形势, 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深刻理解文化与经济、 政治的深层关联性, 从战略高

度做好文化建设和创新工作。 为此, 我们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外文化理论、 历史和现

实的研究,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提供学理支撑; 对于文化的本质、 作用和地位, 文化

的历史生成和演化规律, 文化发展中的传承与变革, 文化交流中的碰撞、 选择与融合, 文化的民族

性、 时代性和阶级性的关系等问题, 我们只有在唯物史观基础上,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善用辩

证思维, 才能给予真正科学的说明。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教授在主旨演讲中, 从软实力、 硬实力、 巧实力、

强实力、 锐实力等几个概念入手, 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的观点。
他指出, 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影响力、 吸引力和说服力等发生作用, 并通过文化、 价值观、 制

度等内容呈现出来的实力; 作为软实力内容的文化、 价值观和制度是辩证统一、 相互影响、 相互促

进的。 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灵魂,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 以具体国情为根本依据

的软实力,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 也是在国际软实力竞争中得以胜利的重要法宝。 当今

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契机, 中国倡

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必将成为国与国相处的最优模式之一。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及其文明价值的定位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艳玲教授指出, 中国文化自信的科学内涵只有在经济全球化

的坐标系中才能深度解读, 中国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也只有在经济全球化的坐标系中才能深刻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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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自信, 植根于对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之中, 奠基于近代以

来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的接续之中, 建立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

全球影响力之中, 建立在对当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境遇的审慎把握之中, 建立在对当下

中国文化格局困境的破解思路之中。 我们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坐标系中, 使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与其他

国家文化交流的 “名片冶, 并以此来进一步巩固中国文化自信。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范宝舟教授认为, 当今世界正处在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时代, 各文明之间关系的处理成为这个时代历史进程的关键环

节。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 遵循包容、 自信、 平等、 对话的原则, 对民族、 国家文明间的

关系进行逻辑重构, 即必须尊重文明的多样性, 呼吁并维护文明的平等性, 加强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促进人类共同永续发展。 这是对 “文明冲突论冶 “文明优越论冶 “文明隔阂论冶 “文明威胁论冶 等形

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力回应, 也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所愿意承担的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丁晓强教授认为, 习近平文化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不仅引领新时代,
而且也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对文化自信三个 “更冶 的阐释, 体

现了我们党对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 习近平的文化发展新战略, 即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

下, 不断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新时代我们要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 以战略思维推进文化在民族复

兴中的价值实现, 以强烈的使命担当与自信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 发挥文化的价值功能, 助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用中国智慧向世界传播和平、 合作、 共赢的理念, 为人类文明作出应有贡献。

三、 新的时代需要承担 “马学冶 “中学冶 “西学冶 综合创新的文化使命

新时代, 该如何有力地推进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呢?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的观点值得高度

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 程恩富教授最早倡导 “马学为体、 西学为用、 国学为根、 世情为鉴、 国情为

据、 综合创新冶 的学术创新原则和思路。 此次研讨会上, 他进一步作了阐发, 指出经济学家杨承训

教授和文化学家方克立教授以此为基础, 作出关于 “马中西冶 略有差别的表述, 但其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可以并存和深入讨论。
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杜运辉教授认为,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学派, 是百年

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主流学派。 以张岱年、 方克立、 程恩富、 孙熙国等为代表的这一学派,
主张马学为魂、 中学为体或国学为根、 西学为用, 认为这代表了时代精神的精华。 这一学派主张,
文化研究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 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必

须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现代转型结合起来, 必须对西方文化进行客观分析与取精用宏,
必须科学地处理 “马学冶 “中学冶 “西学冶 的历史地位和相互关系, 必须坚持 “马魂、 中体、 西用冶
的根本原则进行理论创新。

山东大学 (威海) 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吴文新教授在发言中指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

化使命就是, 推进 “马学冶 “中学冶 “西学冶 特别是 “马学冶 “中学冶 的互化融合, 实现中华文化的

推陈出新、 革故鼎新, 特别是话语方式和思想内涵的再革命、 再创造。 他认为,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和使命, 决定了必须将二者互化融合起来。 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梳理百年来二者互读互释、 互化互融

的历史经验, 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逻辑的科学方法论, 在 “马学为魂、 中学为根、 西学为用冶 的学

术原则下, 以 “世情为鉴, 国情为据, 党情为要冶, 坚持 “问题导向、 未来面向冶, 继承中华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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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应用现实转化, 综合创新建构新话语, 以完善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通过推进 “马
学冶 “中学冶 的互读互释, 使二者相辅相成、 相向而行、 科学对接, 在一个全新的本体论基础上,
形成一个科学的思想信仰体系及相应的制度实践体系, 指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

四、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必须具有国际视野

在会上, 三位外籍学者盛情表达了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践的赞许和鼓励, 并对中

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寄予厚望, 同时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这为我们深入开展新时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文化创新和建设工作开阔了国际视野。
世界政治经济学会理事、 中央编译局德籍专家艾克·考普夫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共

产党宣言》 和 《资本论》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被列入 《世界记忆名录》, 因为它们对近 200 年来的世

界历史和最广大人民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马克思少年时代立志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 到毛泽

东等中国共产党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冶, 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最广大人民的深切关怀。
由此, 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现代精神文化和现代思想的基石,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 中共十九

大精神也都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影响力。
美国加州克拉克学院前经济系教授、 独立学者詹姆斯·克莱文认为, 随着脑科学、 社会心理学

和认知生物学、 潜意识编程、 虚拟现实等领域的最新研究和创新, 帝国主义文化软实力呈现全新的

视野和可能。 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不能忽视以下主题: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关于美

学和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论, 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征和武器, 文化以及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建

设的残存思想等。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联盟负责人、 《国际思想评论》 编辑莱弗雷·克拉克研究了 1920—1956 年间

的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者与艺术知识分子的关系, 他发现, 在 20 世纪中叶, 一些共产党员以及从马

克思主义思想中汲取了重要思想要素的艺术家, 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给了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

共产党领导人支持受共产党影响的文化产业的发展, 推动工人、 激进的创意艺术家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之间的相互交流, 但澳大利亚共产党除了鼓励现实主义形式, 几乎并未尝试对作家和视觉艺术

家所探讨的主题和采用的艺术手法做出规定。 共产党创意艺术家热衷于探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不

公正的问题, 尽管遭遇了诸多挫折,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者在 20 世纪中叶依然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

产。 同一时期, 那些价值观和信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们, 在号召民众抵抗越南战争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 这些历史事实对于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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