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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

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是时代赋予当今文化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庄严使

命。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十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加速演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

历史性成就。事实越来越雄辩地证明，五千多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好比是一辆有轨电车，中华民

族的现代化进程有其自身轨道，不可能完全并轨到西方的轨道上去。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试图用

西方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即将走向终结，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

的依赖、构筑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从五千多年文

明的智慧中汲取和冶炼基础元素，催生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范畴和

价值理念，推动着哲学社会科学由五四运动以来的西方化以及所谓的“现代化”方向，向中国化、

本土化方向转型。

　　时至今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依然任重道远。为增

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奠定深厚学术根基，必须从根本上重塑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品格，使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重新建立与东方这片广袤大地的联系。

　　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时代关切。传统人文学术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史，要与历史对话，但更

要与时代偕行，与未来牵手，而绝不能“为历史而历史”。学者要有使命感，要时刻关注中国社会

发展的现实。经世致用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属性，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和文化精髓，就必须继承和弘扬这一属性，结合对时势发展的深刻把握和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

在传统文化的智慧宝藏中挖深挖透、挖出珍宝，真正发挥古为今用、汲古润今的积极效应，推动传

统文化的“两创”，实现其现实价值。中华文明数千年来聚族而居的农耕社会，孕育了独特的社会

制度演进的系统理论，形成了以德性为核心、以伦理为本位、以人情为重心的古典儒家生活方式，

催生了古代中国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我们要善于从传统中寻找源头活水，打造一种与中国道路

相匹配、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可对接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

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提供智慧启迪，完善社会治

理，成就中国之治。

　　要坚持理论自主创新，推进研究范式的突破。问题导向必然以理论创新为基础，因为凡是回答

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理论。过去一段时期，材料过剩与理论贫困之间的冲突在中国学界始终突出，

中国学者长期作为“学术小工”采集材料，而从欧美学术产业链顶端进口“理论、思想、观念、预

设、概念”被视为“教条”。直至当下，要彻底扭转这一态势尚需付出艰辛努力，必须勇于克服思

维惯性和惰性，勇于从“器的把玩者”蜕变为“道的开拓者”，走理论自主创新之路。

　　实现理论自主创新，需要对传统学术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和冶炼，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

使之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赋予全新的现代学术属性，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

供学理依据。实现理论自主创新，更需要探寻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与科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比如以儒家学说为代

表的传统治理理念，把社会治理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之上，通过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实现

长治久安；又如儒家的财富观念追求道义至上，保障基本民生，为经济活动和利益追逐设置伦理界

线，通过践行“道义经济”，达到“齐劳逸”“开均输”“足民财”的目的。这些都体现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与今天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高度契合。深入研究阐释这些话语

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具有十分重要的开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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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李彬 ]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使命重任在肩，新的奋斗催人奋进。我们一起期待，广大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以更加深厚的学术功力、更加深刻的理论

创见、更加深邃的时代感知、更加深沉的历史洞见，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铸就社

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
高。

2023-03-22 16:29

深入实施四大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
中体现。

2023-03-17 10:56

以机构改革引领科技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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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
改革取得成功。

2023-03-11 14:23

促进数字经济和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
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2023-03-09 10:44

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理论逻辑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
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2023-03-06 16:13

意识形态斗争的“来路”与“去路”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
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
价值。

2023-03-01 10:16

国际传播中的困境与破局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
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2023-03-01 10:12

精准施治共同富裕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
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2023-02-17 10:53

大力发展新型生产力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
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2023-02-08 09:28

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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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
具有重大影响。

2023-01-13 11:25

维护经济安全 保障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
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2023-01-11 10:29

坚持胸怀天下，推进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
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2023-01-04 10:38

为促进数实融合提供数字化新思路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2022-12-14 10:10

强化网络意识形态制度化治理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
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2022-12-02 16:16

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勇做示范引领排头兵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
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2022-11-28 09:21

构建“四面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
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2022-11-25 15:24

加快实现高水平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2022-11-15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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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2022-11-11 15:05

更好更快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
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2022-11-09 09:37

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
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2022-10-18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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