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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存需求基本满足，人类对文化的渴望

化，文化全球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不仅显现

就开始超越对物质的现实需要。进入现代社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在民族性格和民

会，一切需要正为文化所表述，一切满足需要

族精神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进而影响民族的

的关系条件也正以文化方式选择人的存在和发

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在全球化浪潮下，不同

展，文化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现在和未来的

地域、不同性质的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

关键问题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曾一度陷入

繁，文化话语权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引发的文

唯经济中心论和物本主义发展观，片面强调经

化自尊和文化自信越来越成为各国高度关注的

济的快速发展，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理解不

问题。文化自信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安全

透，认识不足，文化价值观畸形，致使中国特

的延伸物，文化自尊则是文化自信的前提要

色社会主义文化自尊、文化自信受到冲击，精

件，也是其重要的内容构成。在当代国家安全

神家园丧失，并成为现代化的主要困境。推动

构成要素中，文化自信引发的文化安全问题是

文化发展观的现代转向，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

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在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

吸引力和感染力，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已是一

中，文化自信对整个国家安全的多重影响也是

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一种事实存在[2]。可以说，文化自信是全球化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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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一度陷入唯经济中心论，拜物教和物本主义倾向严重，片面强调经济硬实
力，忽视文化软实力，文化发展观畸形，文化自尊、文化自信危机四伏，社会文明建设障碍重重，并已成为
中国崛起面临的主要困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发展维度上“文明”的价值目标，重申了
提升文化自信和社会文明的时代价值。“文明”价值目标的培育和践行对推动文化发展的现代转向，化解文
化发展危机，重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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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文化发展困境与文化发展的
现代转向

景下文化安全的关键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的困境解读

文化自信实质是国家文化利益的得与失，
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如果一个国家丧失
了自己的文化特点，那么它就失去了其全部的

（一） 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引发的文化自
信危机
1. 文化全球化与文化自信。伴随经济全球

智慧和文明，就丧失掉了文化自信的“根”和
“ 源 ”。 甚 至 可 以 说 ， 维 护 文 化 自 信 是 一 个 国
家、一个民族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最后红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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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 [3]。在全球化的今

代化的惟一模式，千方百计通过文化产业的强

天，维护文化自信对处于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

势扩张来宣传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制度、文化

中国意义重大。

发展道路、文化发展理论、文化发展思维，推

2. 文化全球化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冲击。
（1） 西方强势文化渗透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冲

义大国，是西方文化扩张和进攻的重点。目

击。现阶段，全球来说资本主义形态的文化占

前，美国在电视、广播、电影的生产、制作和

主体地位。随着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心理和积极

发行上占绝对优势，在互联网的发起、终结和

的姿态融入全球化浪潮，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

通过方面，美国无疑也是霸主。这不仅使美国

主义文化的冲突与对抗、激荡与融合必将越来

在向中国销售文化产品中获得高额利润，同时

越频繁，越来越激烈。西方国家不可能坐视中

也输出了美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理念和价值取

国成为地缘性，甚至全球性的核心，他们越来

向。可以说，好莱坞电影、迪斯尼产品、美式

越意识到“‘大中华’已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

快餐、西部牛仔，以及大量的电子和软件产品

念” 。因此，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对抗并没

等，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化产品，而是侵染

有改变，其“西化”和“分化”战略图谋，“和

着丰富意识形态、文化理念、行为模式和价值

平演变”政策一直没有停止，运用文化手段传

观念的东西，这些产品内在结构法则就是美国

播资本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渗透和侵蚀活动

人的精神信念、哲学、神话和理想模式 [5]。因

更加多样化和隐秘化。历史表明，要搞乱一个

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文化产

社会，颠覆一个政权，改变其社会性质，总是

业优势，推行文化扩张，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

先从文化打开突破口。当前，为了削弱马克思

影响和文化支持者，无疑大大增加了西方文化

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西方国家的

在全球化文化较量中“生存”下来的几率，而

“西化”和“分化”图谋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

社会主义文化则可能在这场较量中被削弱，面

如片面夸大意识形态与国家力量的因果关系，

临走向与西方文化趋同的困境与危机。例如，

主张意识形态是因，国家力量是果，打着所谓

近年来美剧、韩剧在中国内地掀起的一股股追

“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竭力宣传指

美热、哈韩潮便是中国文化自尊与文化自信危

导思想的多元化、执政方式的多党化和轮流

机的突出表现。美剧 《生活大爆炸》 和 《纸牌

化、权力设置的分立化；将文化发展模式与经

屋》 引发观剧热潮，韩剧 《来自星星的你》 从

济交流挂钩，时刻不忘将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

网络追剧到现实跟潮，中国的文化自尊、文化

意识形态强加给中国，以经济上的强势为后

自信令人担忧！伴随西方文化产品销售，消费

盾，动辄以经济制裁威胁、强迫中国接受西方

主义思潮在中国也逐渐蔓延开来，一年一度

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军事上以国际和平使者、

Iphone 新产品掀起的非理性狂热追购，凸显了中

世界警察身份自居，以“乐善好施”形象宣传

国民众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文化心理与思想

自己的价值观；科技上利用多种形式推行西方

情绪。消费主义大大抵消了社会主义文化价值

文化价值观，除了传统文化产品输出方式外，

的导向作用，冲击中国文化自信的生存根基。

[4]

还利用强势技术手段，如互联网技术优势，形
成全方位立体式的意识形态输出格局，进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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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球文化单质性和单一化。中国作为社会主

（二） 市场机制带来的文化发展
市场机制带来的文化发展“
“物化
物化”
”效
应引发文明失范的危机

想文化渗透。这一切新举措，根本目的是在粉

人类因文化走向文明，因文化而取得

饰资本主义文化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人”所具有的独特地位。自人类进入文明时

及其发展形式进行恶意的歪曲和诋毁，否认发

代，人类的需求开始从身体欲望转向心灵归属

展模式的多样性，这些文化的渗透方式，对社

的精神文化追求，反思和构建人类存在和发展

会主义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形成了极大挑战。

的精神家园就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在市场经

（2） 西方文化产业强势扩张给中国文化自

济条件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成为商品网络中

信带来的冲击。在全球化进程中，以美国为首

的一个环节，商品拜物教成为时尚和潮流，人

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

们虽然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厚物质，但文明

帝国主义，把西方的文化发展形态当做文化现

失范频发，人们在精神上普遍陷入彷徨和迷

发文明失范。文化发展目的的“物化”，表现为

平衡性。市场机制无法消除“东南飞”和“城

文化发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离。市场机

市移”这种文化生产要素配置的自发性和盲目

制倡导效率、效益优先，在某些领域以及某种

性，这将使东西部间、城乡间的文化差距受市

程度上具有计划机制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为文

场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西部和农村文化生

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动力。但是，市场的

产要素短缺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

功利色彩极其浓厚，它鼓励人们主动地、积极

建设财力投入严重不足，文化投入占 GDP 的比

地去创造和获取物质利益，客观上造成轻视甚

例小、数额少。二是文化设施落后。缺少图书

至压制和排斥道德上纯洁的、高尚的价值追

馆、影院、文化站、资料室、文化室等。三是

求，诱发和助长重利轻义甚至唯利是图。我们

文化建设优秀人才缺乏。文化从业人员的专业

可以理解中国在经历了极度贫困之后对物质需

水平、基本学历、综合素质太低，绝大多数没

求的迫切期望，但却无法放任人被异化为“物

有达到国家规定。四是文化产业缺乏规划和活

的奴隶”。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导致文化发

力。文化产业总量少，规模小，缺乏有创新能

展受市场支配而失去了自控，流行起物欲主

力、市场开拓能力、成本控制能力的文化企

义、消费主义等思潮，拜物教盛行，文明失范

业，文化产品难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

频发，平度暴力拆迁事件、南京饿死女童事

费需求。虽然在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等政

件、扶老人被诬撞人事件，以及地沟油、瘦肉

策驱动下，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取得了

精、毒奶粉、毒胶囊、毒果冻事件等，都是惨

较大成绩，但是文化赤贫并没有得到根本扭

痛的教训。

转。西部及农村地区基于物质匮乏引发的社会

文明失范具体表现为：第一，在利益和物

矛盾正在逐步减少，由文化匮乏引起的社会矛

欲的驱使下，文化发展的价值目的不再是丰富

盾正逐渐增多。文化的赤贫必然导致精神生活

人的精神世界，不再是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和促

的空虚，从而增加区域之间在文化价值上的对

进文明进步，而是以经济利益为引导，回避和

抗性。区域文化发展的不稳定系数的任何扩

拒绝精神层面的思考，造成伦理道德丧失。第

大，就会给文明失范增加新的诱发因素，在某

二，价值取向多元化，价值标准多样化，致使

种程度上说，其潜在的构成对国家文化安全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受到挑战，社会的向心

危险性就更大[7]。当前，中国西部和农村地区出

力、凝聚力减弱，个人中心主义、极端享乐主

现的宗法组织的死灰复燃以及黑恶势力的兴

义、拜金主义滋生暗长。第三，人的文化需求

起，邪教组织、迷信活动、黄毒现象的猖獗等

要借助物的感官刺激来实现，因此，庸俗、低

都与文化发展过程物化引发的文明失范具有直

俗、媚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蓬勃兴起，把人

接的联系。

的精神生活的感性化推向极端，并落入非理性
的享乐主义牢笼。第四，个人本位主义思潮兴

（三） 文化发展危机与精神家园的丧失
人是文化教化的产物，是文化的存在物，

起，物化境遇下独立的个体并没有生成和转化

具有精神文化需求是人本质存在的体现。在现

为真正“有个性的个人”，仅仅表现为“偶然的

代化进程中，人们感觉生活越来越为物质所

个人”，集体意识丧失。“物化”效应使主流文

累，越来越难以克服心灵的困惑和精神的匮

化权威被削弱到历史低点，导致社会团结的松

乏，生命的本质迫切需要找到以文化为根基的

弛，形成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危机，并带来社

心灵归宿。人性危机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

会解体的危险 。

代人精神和心理疾病的最重要体现。马尔库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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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造成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文化发展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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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效应带来文化发展目的的“物化”引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 Vol. 43 No.2 / March , 2015

文化生产要素由西部向“东南飞”，农村向城市

唐世刚

茫，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质疑和不安。

2. 市场效应带来文化发展过程的“物化”引

所指的“单向度的人”，正是“物化”作用下文

发文明失范。市场在社会生产和分配的调节上

化困乏、道德缺失、精神丧失的真实写照。卢

不可避免地带有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从

梭曾指出，如果丰实的物质伴随着人性的丧

文化生产要素的流动总趋势看，是由不发达地

失，如果人的世界充满了财物，而惟独人的心

区流向发达地区，由贫困地区流向富裕地区。

灵、人的德性、人的情操失落了，那么，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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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的幸福，而是人类的悲哀和没落 [8]。因

为一种“存在着的空虚”，无家可归所导致的焦

此，人类不仅需要通过物质的满足来解决生存

躁和忧虑就必然在人的心灵深处产生，海德格

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更离不开精神性需求的满

尔以“烦”来揭示这种人的存在的生存论结

足，即精神家园的归属，为生命寻找意义。然

构。在他看来，人向日常生活的沉沦使人丧失

而，当人们在高速现代化的社会通过辛勤劳动

了诗性之思和倾听的精神生活，从而遮蔽和遗

创造了一个物质繁荣的世界，开始享受丰富的

忘了关于自身存在的本质真理[12]。

物质生活时，却发现自己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并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自信的丧失和市场效应

非自己理想中的世界，满足感越来越低，幸福

下文化发展的物化使人舍弃了对自身存在意义

感越来越远，甚至成为了一种奢望。

的反思，造成精神文化生活的物化与精神家园

文化不仅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理性觉知，

的失落，成为文化发展危机的直接体现。如果

也表现为对人的存在意义的情感认同和心灵寄

没有正确的文化引导和科学的精神指引，中国

托。康德说过：“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作

的现代化过程也许就是人类精神家园丧失的过

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

程，也就是“人性”迷失的过程。

某 个 意 志 任 意 一 直 使 用 的。” 伴 随 文 化 的 发
[9]

展，人们的精神世界会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
成和孕育出一个具有“自我存在”意义的文化

二、文化发展价值标杆的确立与
精神家园的重建

世界，这是人精神追求的文化形式，也为人的
存在提供着终极的价值支撑和神圣的意义归
属。它使人的存在得以踏实的安顿，并得到必

（一）“文明
文明”
”价值目标的具体指向
价值观的形成总是与特定历史发展状况紧密

要的呵护与引导，由此，人的存在摆脱了精神

相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中国现阶

上的虚无性、不确定性与无根性，获得了“家

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

园”之感 。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家园是人找到

关，也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所处的国际复杂形势

“何以为人”、“之所以为人”、“所以然为人”的

和挑战有关，更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道德

精神和感情依据的心灵归宿。对于现代人的存

水平的滑坡和人们精神信仰上出现的焦虑、迷茫

在意义，精神家园具有本体存在论意义。失去

甚至缺失密不可分。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了精神家园，人的存在便丧失了本体意义的归

观的凝练和提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属，陷入“何以为家”的困惑，甚至“无家可

又是应对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复杂形

归”的困境。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作为人赖以

势与时代要求的需要[1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存在的精神支柱，是对人类存在价值的深切关

国家层面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怀，它赋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归属性意义。然

价值目标，“文明”作为文化发展维度的价值追

而，文化自信危机和文化发展物化造成的文化

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

发展价值偏离，对人内心的精神腐蚀已经成为

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人的异化的扬

普遍性的问题，逐渐造成人们精神寄托的危

弃，强调社会主义在为国民提供丰厚物质产品的

机、心灵归宿的危机。这些危机使人们不再思

同时，还要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满足国民精神

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不再反思内心的需求，

上的追求和享受，并培育和弘扬积极、健康、科

只有对物质占有的欣喜和未能占有的失落。雅

学的价值观。也就是说，“文明”价值追求的实

斯贝斯指出，当代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是本

现必须以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根

质的人性降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

本任务，以发展先进文化为主线，以强化社会主

化的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

义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

乐 。人们精神文化生活丧失了意义的深度与存

用为主题，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控制力、影响力

在使命，一切对象都用商品的“有用性”来进

以及认同感、归属感，实现文化的共建共享，不

行解读，一切价值被物化为使用价值，人的存

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陷入到意义的虚空中。当人们生活的意义被

提升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尊和自

物质所控制，被物质所评价和衡量，人就会成

信，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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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指导思想的一元，又要反对指导思想
的封闭僵化；既要倡导主流价值，又要关注差
异化的价值需求；既要坚持文化发展的“二
为”方向，又要坚持文化发展的“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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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解决文化发展危机，构建新时代中华民族

化发展价值的物化效应，从最根本上讲，就是

共同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战略性价值。

防止人的物化，只要主体对文化发展价值有了

（一） 发展先进文化防止文化发展价值取向
的物化

将失去“用武之地”。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

“文明”价值目标着眼于对文化发展内涵的

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科学确定，对文化发展路径的科学寻找，对文

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使文

化发展工具的科学使用，对文化发展过程的科

化能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

学保护，对文化发展方法的科学选择，正是其

神力量、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广大

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文明”价值目标与

群众的综合素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

发展先进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先进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群众的需求，本

1. 先进文化强调文化的发展，为防止文化

质是承诺一种体现着“以人为本”核心原则的

发展价值取向的物化奠定基础。防止文化发展

时代价值及其合理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

价值取向的物化，就是文化的科学发展问题，

主义文化发展本质的呈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实质是文化先进与否问题。反思信仰危机、批

会提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加强对文

判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化解道德困境、解决

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全面贯彻“二为”方

文化自信和社会文明等难题，是建设先进文化

向和“双百”方针，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提出的时代背景。先进文化既是人类文明的历

工作导向，推出更好更多精神食粮[18]；要构建现

史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和创新，也是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社会发展

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

规律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讲，先进文化是反对单

文化权益；要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突

一封闭、倡导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文化。江泽民指

出公益属性、强化服务功能、为丰富群众文化

出：“我国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

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提供多样化平台。由此可

所用的原则，博采各国文化之长”

。先进文化

见，发展先进文化所倡导的提高人的思想道德

也是反对因循守旧、提倡开拓创新的文化。江泽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

民指出，
“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积极

值追求，不仅提供了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还

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

解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原则和路

[16]35

。如果一

[16]278

种文化失去了创新，它的活力就丧失了，它的

径，能有效避免文化发展价值的物化。

生命也就枯竭了。当代中国，只有深化文化体

3. 先进文化是和谐的文化，有利于从方法

制改革，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

论角度避免文化发展价值的物化。先进文化是

同性，激发文化工作者和全社会文化创造热情，

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形态的先进

才能更好地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

文化。但先进文化的和谐属性，内在地决定了

境，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先进

每一个形态的先进文化都内含着一定的和谐文

文化是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文化，不仅是

化，也在一定意义上谋求着文化和谐 [19] 。从这

以中国自身的发展作为参照物的文化，而且是

个角度讲，当前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和谐文

以世界的发展作为参考物的文化，它充分体现

化。和谐文化，从词汇组成结构看可以有两种

了时代眼光和世界眼光。因此，建设先进文化

解读：一是和谐是文化的限定语，修饰文化，

是对传统文化发展价值观的提升和超越，只有

规定文化的性质，即“和谐的”文化，表示构

发展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的、生

成文化的多种要素之间和谐相处，实现了多样

动反映时代气息、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把握发

性的统一。二是关于和谐的文化，即和谐是文

展规律、赋予创造创新、鼓舞人民在改革开放

化所反映对象具有的性质和特征，即和谐文化

和现代化建设中奋发前进的先进文化，才能为

是反映人们追求社会和谐的实践并服务于这种

文化发展价值避免物化效应奠定坚实的基础。

实践的文化形式。上述两种解读从两个不同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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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伪”、“美丑”、“善恶”的甄别，物化效应必

2. 先进文化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
从主体角度防止文化发展价值的物化。防止文

视域反映了和谐文化的性质，可以同时成立。
因此，和谐文化就是反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发展、社会发展必需文化发展等重要观点，更

。因此，和谐文化具有整合冲突，协调矛盾

进一步明确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

的功能，它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荣，实现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增强国家

蕴涵着人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思想。同时，和

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理论系统，拓展了国家综

谐文化是具有凝聚和感召功能的文化，是倡导

合实力的新视域。应该说，“文明”价值目标的

协同共进的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

确定，不仅肯定了文化生产力地位，扭转了文

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更是实现社会和谐

化是“软无力”的价值取向，更是对建设社会

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只有建设和谐文化，

主义文化强国价值目标的直接回应，实现了对

才能克服现实生活中文化乏力现象，才能摆脱

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超越。

[20]

2. 建设文化强国推动了文化实力由“软”向

信 念 …… 可 见 ， 先 进 文 化 建 设 倡 导 系 统 的 和

“硬”的转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

谐，强调从协调的维度促进多元的和谐相处，

荣，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进一步

坚持以全面、整体观念促进和谐发展，不仅为

彰显“文明”价值目标的正能量作用是当今世

避免文化发展价值的物化提供了直接的方法依

界国力竞争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据，而且在价值取向上直接与拜物教相对立，

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关键是

为抵制和消灭物化效应发挥着巨大的正能量作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

用。

充分涌流 [2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强调，

（二） 建设文化强国扭转文化发展价值的
“软无力
软无力”
”

“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提高文

1. 建设文化强国解答了“文明”价值目标实

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切实

现的路径问题。在传统发展观中，对于社会发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22]。因此，文化强国的发展

展我们往往考察经济指标，优先关注物质财

目标既是“文明”价值目标的迫切要求，也是

富，并制定了详细的经济发展指标评价体系。

“文明”价值目标的集中体现，更是健全和完善

正是经济发展成果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可衡量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社会主义中国综

指标进行考评，使经济发展被认为是综合国力

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竞争的“硬道理”，是国家的“硬实力”。相比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的交融已经成为不

之下，文化的价值呈隐形状态，其价值主要通

可逆转的发展潮流，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

过渗透到其他实体性生产要素中发挥作用，加

已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文化强国目标剥离了

上文化的作用很难通过可测量性的数字化指标

长期以来认为文化与国力无关的错误观念，重

加以衡量，因而成为在社会发展衡量指标中的

视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和趋势。

“软无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

同时，文化强国目标与“文明”价值目标有机

深入发展，人们越发体会到唯经济中心主义的

结合，实现了文化发展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

弊端，开始更加关注文化的价值。社会主义核

辩证统一，创新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之

心价值观的提出，特别是“文明”价值目标的

源。当文化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

再次重申，进一步科学地、全面地回答了“怎

分，成为“文明”价值目标实现的重要路径，

样发展、为谁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不仅进一

文化软实力实质就成了文化硬实力。

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的价值目标
——

物质逻辑和物欲控制，才能培育共同的理想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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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具有内部和谐的性质，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当前中国文化发展困境与文化发展的现代转向

步佐证了文化也是生产力、文化发展也是社会

唐世刚

会的实践并服务于这种实践的文化；和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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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ament and Transition in the Process of Current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 On Civilizations Based on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TANG Shi-gang1,2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2.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404100,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hina once over-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fetishism and materialism at the cost of neglecting cultural soft power, which led to the stagnancy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crisis of cultural self-esteem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mpediment of soci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ilemma for China’s further development. China’s core socialist values have further specified
the value of “civilizations” in light of the cultural dimension and reiterated the value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value of civilizati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ransi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solution to cultural crisis, and re-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spirit.
Keywords: cultural crisis; transition of modern culture; civilization; core socialist valu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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