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以来袁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袁我国文

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文化自信的确立袁 特别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自信的确立遥 在 5000 多

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 作为民

族的精神命脉尧心灵家园和根基灵魂尧基因血脉袁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袁 代表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袁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尧发展

壮大的丰厚滋养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

化沃土袁这些突出野文化民族性冶的观念已经成为

我国人民的广泛共识遥 当然袁上述论断目前主要还

是政治决断和价值评价袁 对此还需要我们在文化

哲学的学术范围内作出学理性和系统性的论证遥
毋庸讳言袁 与当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的实践相比袁 我国文化哲学的理论构建还是滞后

的袁各种学术观点之间的交锋明显不够袁一些难点

疑点尚未得到澄清遥 这种状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袁
显然不利于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文化繁荣

兴盛的条件遥 有鉴于此袁本文拟以野文化是不同于

经济尧政治的观念形态冶之命题概括陈先达的文化

哲学袁以野文化有不同民族之类型冶的命题指出其

困难袁倡导一种文化结构论尧形态论和类型论相统

一的文化哲学袁对文化自信中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问

题袁作一初步探讨袁并由此为新时代文化哲学理论

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看法遥

一尧文化是不同于经济尧政治
的观念形态

一般说来袁 对文化的界说袁 对文化本质的理

解袁 即文化观袁 是文化哲学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

题袁也是我们为确立文化自信袁特别是为确立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自信而必须解决的一个基础理

论问题曰从而袁本文对陈先达文化哲学的考察袁也
从其特殊的文化观着手遥 他认为袁我国学术界当前

非常流行的尧 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张 野文化就是人

化冶的野大文化观冶遥 这种文化观认为袁凡人类所创

造的一切都是文化袁包括三个层次院观念文化尧制
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袁 而在解释这三种文化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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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时袁则往往陷入了人与文化的循环袁即人化与

文化心理结构循环解释的唯心主义和抽象人本主

义遥 野文化是人创造的袁而人又是文化的产物袁把人

与文化割裂开来袁 既不能正确理解文化也不能正

确理解人遥 但是袁如果我们仅仅在人与文化的两极

结构中思维袁脱离人与文化借以存在的社会袁往往

陷入自相矛盾遥 冶[1]渊P4冤应该说袁作为学术争鸣中的

一家之言袁陈先达对上述野大文化观冶的批判是尖

锐的袁提出要注重考察文化的社会性尧历史性尧以
至阶级性等问题袁也具有合理性遥 从当前的文化哲

学文献来看袁一般都把文化分成物质尧制度和精神

三个层次袁然后集中探讨观念文化曰至于对这三种

文化之间的关系袁则语焉不详袁或主旨不清遥 虽然袁
相对于过去单一的文化观袁这种野大文化观冶深入

地开辟了人们理解文化问题的新视角袁 对于突出

文化的民族性也极为有益袁但对文化的时代性袁特
别是对文化的现实制约性和历史进步性的关注和

研究毕竟不是其重点所在袁 限制了其解释功能和

社会效应袁确实有其理论盲点遥
至于其本人对文化的界说袁 陈先达旗帜鲜明

地提出了关于野文化是不同于经济尧政治的观念形

态冶[1]渊P33冤之野小文化观冶遥 这一野小文化观冶首先强

调了文明与文化之间的不同袁 指出文化是表示社

会结构的概念袁 它从精神生产的角度表明社会的

构成和层次曰文明则表示社会形态的发展程度袁包
括物质尧精神和制度等方面遥 由此袁陈先达不仅把

自己的野小文化观冶与突出各个国家和民族之文化

差异的文化人类学区别开来袁 而且也与汤因比等

认为文化是文明的灵魂袁文明是文化的外在表现袁
文明取决于构成其基础之宗教性质的比较文明学

区别开来袁 说明在关于文化研究的各种对立和互

补的学说中袁 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以关于

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理论为依据袁 主张从正确

理解经济尧 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出发理解人与

文化的关系袁 特别是强调要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形

态出发来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化院野文化当然是人创

造的袁不过袁它是处于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人袁直接

或间接尧 自觉或自发地为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

环境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冤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

产物遥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遥从事精神生产的

人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袁他们不可能越出自

己社会许可的范围创造自己的文化遥 尽管影响文化

的因素是多样的袁文化与经济的联系也由于许多中

间环节而变得模糊袁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精神生

产中的最终决定作用是确定无疑的遥 冶[1]渊P8冤那么袁在
当代各种文化观和文化哲学同时并存尧纷纭激荡尧
互补融通的形势下袁 我们如何评价陈先达文化哲

学的这一核心观点呢钥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哲学的发展状况来

看袁 学术界对文化的界说已经达到了十分细密和

深入的程度袁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袁 邵汉明主编的

叶中国文化研究 30 年曳 一书有相关的系统概括和

分析袁新近代表性的案例则有冯天瑜的叶中国文化

生成史曳和韩星的叶中国文化通论曳等遥 例如袁在叶中
国文化生成史曳中袁冯天瑜把文化界定为野耶自然的

人化爷袁 是人类价值观念在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袁
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产品创制和人自身心智

与德性的塑造遥 冶[2]渊P82冤关于文化生成的动力袁冯天

瑜既反对野文化决定论冶袁也反对庸俗的野经济决定

论冶和野政治决定论冶袁主张野自然的尧经济的尧社会

的尧 政治的诸生态层面主要不是各自单线影响文

化生成袁而是通过组成生态综合体袁共同提供文化

发展的基础袁决定文化生成的走向遥 冶[2]渊P147冤韩星

也持类似观点院野文化无所不在袁笼罩一切袁却又不可

把握袁无形无色袁有点类似中国传统中的耶道爷冶[3]袁并
对文化的构成与分类尧一般特性尧发展机制袁文化

与文明尧经济尧政治尧哲学尧宗教等的关系袁作了深

入的阐发遥 对比陈先达与冯天瑜尧韩星的文化观袁
显然有相当大的差别曰 至于如何评价它们之间的

不同袁 本文主张应该从其特定社会功能的角度着

手袁而不是陷于争论其本身是否正确袁或者哪一种

是代表真理的文化观等等遥 因为袁在文化哲学的学

术范围内袁 任何系统的文化理论都有一个阿基米

德点袁 关键在于其独特视角的解释功能和社会效

应遥而不是说袁只有一种界说是唯一的真理遥当然袁
这样也不是说袁任何文化观都是等值的遥

如果我们这样确定评价陈先达与冯天瑜尧韩
星文化观的路径袁那么可以说袁作为合理的文化哲

学学术理论袁 它们各有其独特的解释功能和社会

效应遥 冯天瑜尧韩星文化观的内涵比较丰茂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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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强袁有利于人们在文化自信中坚持野文化的民

族性冶曰陈先达文化观的立场比较明快袁实践性较

强袁 有利于人们在文化自信中坚持 野文化的时代

性冶遥 就陈先达的文化观而言袁这种明快立场和实

践性格首先体现在其对文化时代性的特殊强调院
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别决定了文化的时代特

征遥 前资本主义时代文化的时代性集中地表现为

各个民族文化的社会制约性和历史性遥 资本主义

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袁 必然会给

各民族的文化时代性打上全球化的烙印遥 从而袁
野文化的进步性不同于文化的时代性遥 任何文化都

属于一定的时代袁这是文化的时代性袁它表明的是

这种文化产生的必然性和何以如此的原因遥 而文

化的进步性表明的是这种文化站在时代的前列袁
代表的是社会进步潮流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遥 冶[1]

渊P64冤应该说袁他对文化的时代性与进步性的联系

与区别之论证是合理和深刻的袁 有利于我们坚持

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遥 在文化哲学的各

种文献中袁有用古代尧近代尧现代和未来来表达文

化的时代关系袁也有以农耕文明为前现代文化袁工
业文明为现代文化袁 信息文明为后现代文化来概

括人类文化的发展曰与此不同袁陈先达基于历史唯

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界定文化的时代性和进步

性袁 旗帜鲜明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哲学中

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遥
此外袁与上述野大文化观冶相比袁陈先达的野小

文化观冶确实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袁更有利于在我

国当前的文化生活中袁 充分发挥合理的文化观对

文化建设的定向功能遥 在他看来袁野大文化观冶和
野小文化观冶功能各异袁前者适用于人类学和考古

学的文化研究袁 后者则适用于哲学和社会学的文

化研究遥 因为袁只有通过区分包含社会存在和社会

意识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社会结构范畴的野小
文化观冶袁我们才能知道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

建设什么遥 如果与此相反袁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尧道路尧制度的建设袁统统归入文化建设袁这不

仅在理论上不可思议袁 在实践上也必然陷于混

乱遥 冶[4]渊P29冤显然袁陈先达从有利于文化建设实际功

能的角度强调其文化观的合理性袁 有相当充分的

理由遥 冯天瑜关于自然的尧经济的尧社会的尧政治的

诸生态层面多方面影响文化生成的观点袁 包含着

更丰富的知识性袁甚至具有更自恰的解释力袁但从

社会政治文化建构的角度而言袁 更能够为我们提

供前进方向尧 发展道路和有效抓手的则是陈先达

的野小文化观冶遥 因为袁野小文化观冶明确地告诉我

们院野要构建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袁 必须首先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

制度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有建立的基础袁才有立

足之地遥 冶[4]渊P36冤在文化自信的问题上袁陈先达自觉

和明确地坚持野文化时代性冶的努力袁我们必须予

以高度肯定和尊重遥 更何况袁在坚持其文化观批判

性的同时袁他也能够从研究工具的角度袁不否认包

括野大文化观冶在内的其他文化观之价值所在遥

二尧文化有不同民族之类型

通过以上对陈先达野小文化观冶的分析袁以及

对其与所谓野大文化观冶的比较袁本文可以得出的

初步结论是院 在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中袁其
野小文化观冶的价值和强项主要在于院在文化自信

的时代性问题上袁 它具备意识形态的明快性和文

化建设的实践性遥 但毋庸讳言袁从新时代确立文化

自信袁 特别是确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自信的

要求来看袁陈先达的野小文化观冶也存在着一定的

缺弱院在文化哲学的学术范围内袁从其论证的学理

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看袁 它对文化民族性问题的

阐释还存在一些困难遥 对于这个问题袁其本人也意

识到了遥 野不知道你们发现文化理论中的一个矛盾

没有钥 我们一方面说袁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经济

和政治的反映曰可又说袁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袁是民

族之根遥这两种说法不矛盾吗钥如果文化是经济和

政治的观念反映袁它就不可能是民族的血脉袁因为

它随着经济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曰 如果它是民族的

血脉袁就应该一以贯之袁是永恒的袁存在于整个民

族的历史之中袁 它就不会随着经济基础和政治制

度的变化而变化遥 如何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袁我看

是考验你们的理论水平的时候了遥 冶[4]渊P64冤能够这

样尖锐地提出问题袁 特别是针对自己的文化观所

蕴含的困难犀利发问袁而不是遮遮掩掩袁体现了一

位严肃的老哲学家的治学态度和理论勇气袁 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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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晚辈同行学习遥
那么袁 陈先达是如何解决文化既是经济和政

治的反映袁 又是民族血脉和民族之根这两种界说

之间的矛盾的呢钥 他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在

于区分野文化形态冶和野文化传统冶遥 野在文化形态的

变化中袁一个民族的文化仍然存在继承尧传承尧积
累关系遥 文化传统就是把不同文化形态中优秀的

东西变成一种传统文化遥 这种不断积累起来的文

化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血脉袁 成为民族的文化之

根袁 这就是文化形态的变化并不会导致民族分裂

和民族认同丧失的原因袁 因为传统文化以文化传

统方式继续传之后世遥 政治形态尧经济形态尧文化

形态这三者的关系是依存关系袁 前者的变化会导

致后者的变化遥 但其中文化传统最具持久性尧稳定

性和继承性遥 冶[4]渊P65冤就方法论而言袁他对野文化形

态冶和野文化传统冶的上述区分袁指出了文化发展过

程中的野常与变冶的对立统一袁即变中有不变袁不变

中有变的辩证法袁强调变化的是文化形态袁不变的

是文化传统遥 对此袁 应该说陈先达的解答不仅使

野文化传统冶范畴在其以野文化形态冶为主体建构的

文化哲学体系中有了一席之地袁 而且对于人们当

前应对野文化自信中的民族性冶问题袁也具有一定

程度的启发性遥 但是袁由于限于其野文化形态冶理论

的基本框架袁陈先达对野文化传统冶的界定蕴含着

一种线性演进的文化发展观袁 这就限制了他在解

释文化民族性问题上的清晰性尧主动性和充分性遥
对于这一缺弱袁 其本人也意识到了院野文化民族性

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钥 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分析这个问题仍属难题遥 冶[4]渊P143冤
当然袁在其关于文化哲学的广泛论著中袁这种

困难并不妨碍陈先达对野文化自信中的民族性冶问
题发挥许多建设性的见解遥 首先袁 他认为自古以

来袁民族性就是文化的基本特征袁并自觉地把文化

民族性和文化民族主义袁 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心论

和文化霸权主义区别开来遥 在此一般定义的基础

上袁 陈先达接着指出院野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是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具有特色的整体结构的

支柱袁 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根

本特征冶[1]渊P157冤曰并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

代价值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作用曰对

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道德教化作用曰 在社会

主义中国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袁 包括中国

传统文化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袁 中国传统

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袁 中国传统文化有

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等等遥 特别是他能够明确

地论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当前最敏

感和最尖锐的中外文化关系院 马克思主义不能取

代中国传统文化袁 新中国成立以后袁野仅仅依靠马

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指导袁而不充分发掘尧吸取

与运用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治

理尧人文素质的培养尧道德教化袁是不可能完成的遥
噎噎正心诚意尧 修齐治平袁 不是中国革命胜利之

路袁却是取得政权后当权者的修养和为政之道遥 冶[1]

渊P186-187冤毫无疑问袁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陈先达

文化观的与时俱进品格遥 如果人们比较对照一下

在其长期的理论生涯中袁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本评价袁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是多么有意义遥
既然如此袁 那么笔者还有什么理由说陈先达

的文化哲学在野文化自信中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冶问
题上袁强于使人们在新时代文化自信中坚持野文化

的时代性冶袁 但弱于使人们坚持 野文化的民族性冶
呢钥 当然有理由遥 因为袁虽然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政治判断和价值评价有所变化袁 在文化哲学

的意识形态领域和实际应用层面实现了与时俱

进曰但是袁就其对野小文化观冶的理论基础袁即对其

文化哲学的学理性和系统性论证而言袁 却没有实

现相应突破性的拓展和丰富袁 只能说是对原有理

论体系作了些微调袁即只能从野传统与当代冶的单

一线性关系袁而不能从野时代性与民族性冶的多元

辩证关系出发论证文化的民族性在文化自信中的

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遥 这样袁陈先达虽然意识到了

其野小文化观冶在解释文化民族性问题上的困难袁
但无法真正克服这些困难袁 表现为他在相关论证

中无法超越自己的学理系统院野传统是很重要的袁
没有传统就没有思想资源遥 噎噎传统文化不是包

袱尧不是负担袁而是人类文化继续发展的台阶和垫

脚石遥 冶[1]渊P51冤这就是说袁在陈先达文化哲学的学理

系统中袁 传统文化只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思想资源尧台阶和垫脚石袁而不是其命脉尧家
园尧根基尧灵魂尧基因尧血脉遥 虽然袁我们不能把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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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化等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 也不能否

认对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曰但
是袁把传统文化的意义仅仅限制在野思想资源尧台
阶和垫脚石冶的范围内袁毕竟没有认识到野文化有

不同民族之类型冶 这一当代文化哲学基本命题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遥
进一步说袁陈先达的野小文化观冶之所以在阐

发文化自信的民族性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困难和

缺弱袁没有野文化有不同民族之类型冶的命题袁这是

与其文化哲学的理论体系只有文化结构论和文化

形态论袁但缺乏文化类型论相关的遥 笔者这么说的

依据在于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的文化观遥 早在 1943
年发表的叶文化通诠曳这一重要论文中袁张岱年就

发挥了比较完整的文化理论院野文化或文明袁 有广

狭二义遥 广义之文化袁指产业尧经济尧社会制度及学

术思想一切方面遥 而狭义之文化袁专指学术思想及

教育而言遥 噎噎将文化置于经济尧 政治之外也遥
噎噎关于文化之理论袁可区为三部院一尧文化系统

论袁二尧文化变迁论袁三尧文化类型论遥 噎噎文化系

统亦即文化结构遥 文化含有如何之要素袁其要素间

之关系为何如钥此文化系统论之所当论也遥文化常

在变易之中袁其变易之原动力在何钥 此文化变迁论

之所当论也遥 有创造力之诸民族袁各自创造其独立

文化袁 于是文化有不同之类型遥 各类型之同异何

如钥此文化类型论之所当论也遥冶[5]渊第 1 卷 P340-341冤
就两人文化观的关系而言袁张岱年定义的野狭义之

文化冶相当于陈先达的野小文化观冶袁前者的野文化

系统论冶和野文化变迁论冶则相当于后者的野文化结

构论冶和 野文化形态论冶曰由于两人在文化哲学的出

发点上都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

立场和方法袁因此在上述方面袁张岱年和陈先达的

文化哲学并没有原则区别遥 而如果要说有区别的

话袁 那么就是除此之外袁 张岱年的文化哲学还有

野文化类型论冶袁 而陈先达的文化哲学则没有这一

不可缺少的部分遥

三尧文化结构论尧形态论
和类型论的统一

正是由于这一区别袁 导致了张岱年和陈先达

的文化哲学虽然在出发点和方法论上基本一致袁
但是在论证文化的民族性袁 特别是在论证当代文

化自信中的民族性问题上袁前者比后者更为清晰尧
主动和充分遥 例如袁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文化

讨论中袁 在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

相结合袁应是中国文化发展主要方向的大前提下袁
张岱年多次从野文化类型论冶的角度指出:野每一个

在世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袁 都有其自己

的文化传统遥 中国文化尧西方文化尧印度文化尧阿拉

伯文化袁是世界上几个重要的文化类型袁每一个文

化类型各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冶[5]渊第 6 卷 P159冤袁都
有其对于世界文化的独特贡献袁并特别强调野文化

类型冶指的就是文化的民族性遥 从而袁文化不但有

时代性袁 也有民族性遥 如果文化哲学专讲中西之

异袁 或者只说古今之殊袁 都是以偏概全的片面观

点曰关于中西文化及其比较问题袁既应看到时代性

的差别袁也应看到民族性的殊异遥 至于中国文化与

中华民族命运的关系袁 他认为院野中华民族在几千

年的发展过程中袁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国文化遥 中

国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延续尧 不断发展的精神支

柱遥 冶[5]渊第 6 卷 P112冤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袁是中华

民族凝聚力的基础袁是民族自尊心的依据袁也是中

国文化自我更新向前发展的内在契机遥 在努力创

造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袁 几千年来延续

发展的中国文化必将显示出新的生命力遥
比较起来袁由于缺乏野文化类型论冶的观念袁在

论证文化民族性时袁陈先达只能通过提出分清野文
化形态冶和野文化传统冶两种范畴的办法来解决问

题遥 但是袁由于这种区分的单一线性文化演进观的

背景袁 决定了其解答的重点只能落实在文化的时

代性方面袁即只从野传统和当代冶的角度袁而不能从

野比较文化冶和野比较文明冶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民

族性问题袁 导致对于文化民族性的本质及其对于

民族命运的能动性力量袁 无法予以充分的评价遥
野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尧超历史的存

在袁而是具体的尧不断变化着的存在遥 既不能割断

它由之而来的历史传统袁 更不能脱离它所依存的

社会现实遥 前者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继承性袁后者我

们称之为文化的现实制约性遥 现实制约性的本质

是文化决定于它的社会结构遥 但任何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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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重新创造袁而是改造遥 冶[4]渊P147冤在此袁陈先达

虽然承认了文化的民族性格袁 也谈到了文化的继

承性问题袁但上升不到文化的民族类型范畴袁只是

在时代性框架内思考袁刚谈到文化的民族性袁就立

即去强调文化的时代性了袁 并在一条直线和一个

系列上考虑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继承和转化问

题院野传统文化转化为文化传统不仅有社会制度的

问题袁还有一个文化土壤的问题遥 噎噎不与中华民

族文化嫁接袁外国优秀文化永远是译本遥 中国历史

上好东西的继承袁也有接受的土壤问题袁这就是传

统与当代的问题遥 冶[4]渊P60冤提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土壤两个现实基础问题袁很
好袁但是袁把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并列谈文化

土壤袁欠妥遥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土壤袁至
于外国文化则不是土壤袁而只是花朵遥

在分析了有无野文化类型论冶导致对野文化民

族性冶的不同理解之后袁本文就可以探讨野文化有

不同民族之类型冶命题本身了遥 关于野文化类型冶作
为一种文化哲学术语袁 学术界通常把它应用于对

文化作各种区分袁例如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尧本土

文化和外来文化等等袁虽有一定的解释力袁但更具

思想和理论意义的则是对各民族文化的区分遥 因

为袁野文化有不同民族之类型冶命题的提出袁在西方

文化哲学史上袁 是相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单线进

步史观和普遍文化观而言的袁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化和文明学中袁
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发袁 不仅反映了西方思想界

对文化问题认识的深化袁 而且也影响了其他国家

和民族对西方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及其关系的理

解遥 就我国文化哲学的发展而言袁除了基于一般与

个别的关系袁 说明虽同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社

会袁但各国仍有其民族特点袁因此文化是时代性和

民族性的对立统一之外袁 更深刻的则是庞朴从历

史进步性和民族生命力关系角度对文化的时代性

和民族性的界定院野由时代性展现的文化内容袁是
变动不居的袁故文化可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曰由民

族性展现的文化内容袁则相对稳定袁使文化得以形

成自己的不同性格遥 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那部分

时代性内容形成时代精神曰 代表民族生命力的那

部分民族性内容形成民族精神遥 冶[6]显然袁单纯从线

性演进的野传统与当代冶角度探讨文化自信问题相

比袁结合文化结构论尧形态论和类型论的探讨袁才
能够更充分地把握野文化自信中的民族性冶问题遥

这就是说袁由于文化结构论尧形态论和类型论

对立统一的多元视角袁 使我们对文化时代性和民

族性的辩证法在文化自信中的意义能够有更深刻

的认识遥 在形式结构上袁由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

性直接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关系袁 因此与诸如变

革性与连续性尧 交融性与独创性尧 整体性与可分

性尧共同性与阶级性等相比袁在现代中国文化发展

的辩证法中处于核心地位遥 在实质价值上袁如果用

历史进步性界定文化的时代性袁 用民族生命力界

定文化的民族性袁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外在地尧抽象

地陷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争论袁 而是必须根

据国家尧民族和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袁即按照天

时尧地利尧人和的需要袁有重点地落实两者的辩证

关系袁在革命和改革时期稍重文化的时代性袁在建

设和复兴时期稍重文化的民族性袁 并在文化哲学

的学理性和系统性论证方面做出相应转变遥 文化

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相反相济袁野国运兴文化兴袁民
族强文化强冶和野文化兴国运兴袁文化强民族强冶相
辅相成遥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袁不仅是一个代表历史

进步方向的文化时代性问题袁 而且也是一个焕发

民族生命力的文化民族性问题遥 陈先达所指称的

野大文化观冶强于论证文化的民族性袁而其本人的

野小文化观冶强于论证文化的时代性曰当今文化哲

学的任务就是基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文化

繁荣兴盛条件的立场袁 努力构建能够充分论证文

化自信中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对立统一的学理系

统遥 因此袁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袁在文化

哲学的理论建构中袁 我们至少应该实现文化结构

论尧形态论和类型论的统一遥
这种文化结构论尧 形态论和类型论相统一的

文化哲学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上述野小文化

观冶和野大文化观冶的互补融通曰其中袁文化结构论

和形态论相当于野小文化观冶袁文化类型论相当于

野大文化观冶袁它们水乳交融袁成为新理论体系的有

机组成部分遥 当然袁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哲学

中袁与文明背景更广泛和渊源更深远的各种野大文

化观冶相比袁作为社会现实政治建构的基本立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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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袁陈先达的野小文化观冶将成为其主体内

容和最大增量遥 因为袁虽然其文化观在解释文化自

信的民族性问题上有学理性困难和缺弱袁 但除了

可以吸取强于解释文化民族性的野大文化观冶的积

极成果之外曰 陈先达在文化自信的时代性问题上

的意识形态明快性和文化建设实践性不仅仍然是

不可或缺和取代的袁 而且他对文化民族性的政治

判断和价值评价的最新转变袁 也打开了其文化哲

学之学理性和系统性论证的新通道遥 至于张岱年

野综合创新论冶的文化哲学早就已经表明袁中国学

术界能够构建文化结构论尧 形态论和类型论相统

一的文化哲学袁 并在对其学理性和系统性的论证

中袁也能够实现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袁即
历史进步性和民族生命力的统一袁也就是野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冶和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冶的统一遥 前

辈哲学家在这方面的局限更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和

外在的条件决定的袁 而不是由于他们的主观努力

不够遥 作为后人袁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构建文化哲

学的实践建设和理论创作的条件遥 从而袁新时代的

中国特色文化哲学确实应该和能够实现文化结构

论尧形态论和类型论统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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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of Times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cademic Construction in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CHEN Ze-hu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ere exists an opposite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 between the epochal characte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of culture. Prosperity of country and prosperity of culture make each other possible, and it is the same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a strong nation and a strong culture. China爷s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is not only an issue of the epochal
character of culture which mirrors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but also an issue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culture which is
essential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CHEN Xian-da爷s 野broad concept of culture冶 serves as a strong argument for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culture, and his 野narrow concept of culture冶 is an excellent argument for the epochal character of
culture, while contemporary cultural philosophy is a theoretical system aiming to demonstrate the unity between the
epoch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 in cultural confiden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China in the
new era, the unity of structural theory, morphological theory and typology theory should be realized in the theory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hilosophy.

Key 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 epochal and national character of culture; cultural structure; morphology and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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