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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交融

邓伟志

(上海大学ꎬ 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　 要〕随着网络化、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ꎬ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及ꎬ文化交融正在成

为现实ꎮ 为了推动文化交融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

化与外来文化、专业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富人文化与贫困文化、先进民俗与落后民俗、不同宗教之间以及语言文

字等九个方面的关系ꎮ 在文化交流、交融中ꎬ要坚持包容多样、友谊第一ꎬ以促进社会文明为目的的原则ꎬ掌握

“差异→交流→融合→新差异→再交流→再融合”的文化发展规律ꎬ波浪式前进ꎬ螺旋式上升ꎮ
〔关键词〕文化功能ꎻ文化差异ꎻ文化传播ꎻ人文共同体ꎻ文化融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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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ꎬ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民族与民

族、国家与国家之间产生了数不尽的矛盾和冲

突ꎮ 有时ꎬ同一民族内由于微小的文化差异也会

引发一场争斗ꎮ 争斗有胜负之分ꎬ但也可以认为

没有胜负之别ꎬ因为在争斗过程中ꎬ胜方也要付

出惨重代价ꎬ有时说不定会付出比败方更大的代

价ꎮ 几十年前ꎬ有位世界级未来学家通过对七十

多个国家的观察和分析ꎬ预言将来的战争不是经

济利益冲突ꎬ而是文化冲突ꎮ 这话虽不全对ꎬ却
有合理的成分ꎮ 文化冲突是对地球村的破坏ꎬ是
对人类共同命运增加负能ꎮ 古人的文化冲突用

的射程只有几十米远的弓箭ꎬ今后的冲突会用射

程为几十、几百、几千公里的导弹、原子弹ꎬ杀伤

力堪比文化、文明的粉碎机ꎮ 因此ꎬ英国学者

Ｅ. Ｂ. 泰勒和美国学者 Ｒ. 林顿先后提出“文化传

播”理论ꎬ认为文化会从一个群体传播到另一个

群体ꎮ 传播一般要经过“接触→选择→采纳”三
阶段的过程ꎮ 在林顿的思想里隐隐约约含有融

合的意思ꎮ 文化传播到今天ꎬ学界更应认真研究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ꎬ用文化交流与融合缓解文化

冲突的强度和烈度ꎬ削弱文化惰性和文化迟滞ꎬ
从而进一步减少文化冲突ꎮ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ꎬ开放就是敞开国门ꎬ方
便进进出出ꎮ 进出就是交流ꎬ物质伴随着精神ꎬ
商品交易伴随着文化交流ꎮ 脑袋指挥口袋ꎬ带口

袋来来去去的商人以及来自世界的各类人无不

是带脑袋来去ꎮ 文化无国界ꎬ文化交流的翅膀有

时比商品流通的翅膀更加轻快、便捷ꎮ 在孔子逝

世两千多年后ꎬ孔子学院走进了 １６０ 多个国家ꎮ
交流是科学ꎬ也是艺术ꎮ 交流必然导致交融ꎮ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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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有力传播工具的传媒ꎬ现在也在走向新闻融

合ꎬ报、网、刊、端、微、屏在融合ꎻ策划、采制、编
辑、传播在走向一条龙ꎻ通过一次采集、多次加

工、多元分发ꎬ打造统一、协同、高效的智能化运

行体系ꎬ从而让新闻生产提质、提量、提速、提效ꎮ
融合的现实、融合的加速ꎬ提醒、启发我们一定要

把文化交流和交融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ꎬ以促进

有规律的交流和交融ꎬ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交流和交融ꎮ

一、实现文化交融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交融不是谁叫喊出来的ꎮ 先有事实ꎬ后
有概念ꎮ 文化交融是时代使然ꎬ是科学ꎬ是社会

生产力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ꎬ必然出现的璀璨

产物ꎮ
(一)网络化推动文化融合

古代有个家训叫做“父母在ꎬ不远游”ꎮ 这

在那个年代是有深刻道理的ꎮ 子女远游了ꎬ父母

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ꎬ你坐轿子、坐马车想赶也

赶不回来ꎮ 再说ꎬ父母也无法把家中情况告诉子

女ꎮ 父母在家叫苦ꎬ子女在外优哉游哉ꎬ怎么行

呢? 可是今天不同了ꎮ 你不管跑多远ꎬ都可以与

父母通过视频对话ꎮ 甚至子女在万里他乡ꎬ照样

可以通过网购ꎬ请外卖给父母送上热饭热菜ꎮ 网

络发达了ꎬ固定宽带光纤家庭全覆盖ꎬ渗透率激

增ꎬ接入速率激增ꎬ５Ｇ 基站数量激增ꎬ全世界 ７６
亿人已被“一网打进”ꎮ 交通通信工具越发达ꎬ
文化融合得越紧密ꎮ 电话交流ꎬ视频会议交流ꎬ
线上线下交流ꎬ政务服务“一网通办”ꎬ城市运行

“一网通管”ꎬ天涯真正若比邻ꎬ海内处处存知

己ꎮ 令人惊奇的是ꎬ量子互联网的出现ꎬ在传输

速度、信息容量以及安全性等方面具有巨大优

势:灵敏度极大提升ꎬ远程医疗高精度ꎬ设备不受

物理空间上分布的限制ꎬ通信网络的范围扩展到

了太空ꎮ 现有的超级计算机需要计算 １ 万年的

实验ꎬ在量子计算机那里只用了 ２００ 秒就完成

了ꎬ拥有人类做梦也不敢想象的能力ꎮ 有本事飞

到太空的人ꎬ照样与亲朋随时联系ꎮ 网络的发达

倒逼人文交流ꎬ人文交流的深化需要日益发达的

网络ꎮ 不仅如此ꎬ量子互联网有助于更深层次的

探索宇宙星系ꎬ探索超新星、脉冲星、地心ꎬ探索

人体奥秘ꎬ从而提高人类的科学文化水平ꎬ进一

步丰富人文交流的档次和内容ꎮ
(二)经济全球化推动文化融合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和支撑ꎮ 商品的流通伴

随着文化的交流ꎮ 如今商品流通的半径就是地

球的半径ꎮ 尽管有人搞“逆全球化”ꎬ可那是螳

臂挡车ꎬ阻挡不住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ꎮ 尽管

有些大国的当权派极力搞单边主义ꎬ一会儿“退
群”ꎬ一会儿“出盟”ꎬ可是在知识经济时代ꎬ世界

各国仍然坚持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ꎬ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ꎬ促进多边主义ꎬ推
动开放型世界经济ꎮ 这些年来ꎬ经济全球化的范

围和内容不断拓展ꎬ从进出口的贸易到投资、产
能、交通、能源、创新、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都

在合作ꎮ 商讲商德ꎬ中国一贯提倡“儒商”精神ꎮ
“儒”就是文化ꎮ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ꎬ许多

国家主张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ꎬ提出跨境

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ꎬ技术要素跨境自由流动ꎬ
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ꎮ 这些都是难能可

贵的文明经济ꎮ 这些年来ꎬ许多国家秉持互信、
互利、平等、协商的原则ꎬ尊重多样文明ꎬ谋求共

同发展ꎬ改善民生ꎬ消除贫困ꎬ提出建立人员往来

“快车道”ꎬ货物运输“绿色通道”ꎬ进一步把任何

一个国家的市场变成为世界的、共享的、大家的

市场ꎬ这是宏大的企业家胸怀ꎮ 如今天上有不少

商业火箭ꎬ包括中国的商业火箭ꎬ火箭绕地球转

来转去ꎬ让世人共赏ꎬ在太空中填报订单ꎮ 这是

经济还是文化? 经济中有文化ꎬ文化中有经济ꎮ
文化交流岂止是全球化ꎬ夸张点说ꎬ已开始了太

空化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及ꎬ推动文

化融合

人类立足于拥有“内三层、外三圈”的地球

上ꎮ 内三层是:地壳、地幔、地核ꎻ外三圈是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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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和气圈ꎮ 这六方面中不管哪一方面ꎬ此处出

事ꎬ都会波及他处ꎮ 北欧北部的冰岛火山从地下

喷发出来ꎬ火山灰越洋跨国飘到西欧ꎬ导致西欧

飞机停飞ꎮ 这个洲的碳排量严重ꎬ相邻另一个洲

的空气质量不会好到哪里ꎮ 这个国家发生战争ꎬ
必然会有难民逃到别的国家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强的ꎬ多接纳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弱的ꎬ少
接纳ꎮ 把难民接纳进来也必然会给国家增添开

支ꎮ 由于文化不同ꎬ说不定会引起文化冲突ꎮ 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的国家会变冲突为交流、交
融ꎮ 美国现任总统(指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退出有关

气候的«巴黎协定»ꎮ 另一位参与竞选的总统则

表示ꎬ他竞选上总统后要马上回到«巴黎协定»ꎮ
“‘荒’山遮不住ꎬ毕竟东流去ꎮ”

放眼宇宙ꎬ地球在银河系这个大球场里ꎬ不
仅没有足球大小ꎬ连个乒乓球也不如ꎮ 人类居住

在地球上是“蚂蚁啃骨头”ꎮ 好在凝聚全球之力

解决小小地球上的问题已成全球共识ꎮ 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内涵在具体化ꎮ 面对 ２０２０ 年弥漫全

球的疫情ꎬ为了共同抵制“政治病毒”ꎬ共同维护

全球公共卫生ꎬ人类要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ꎮ 为

了有效应对来自个别超级大国的威胁和干涉别

国内政的事实ꎬ维护生物安全、数据安全、外空安

全ꎬ人类需要建立安全共同体ꎮ 发展是硬道理ꎮ
为了加强互联互通ꎬ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深度融合ꎬ促进全球全面持续地发展ꎬ人类需要

构建发展共同体ꎮ 为了促进民心相通ꎬ促进文明

互学互鉴ꎬ增进各国睦邻友好ꎬ人类需要构建人

文共同体ꎮ 四类共同体是互补、互动、共振的ꎬ都
在不同角度推动本文的主题———文化融合的研

究、发展、巩固和壮大ꎮ
网络化带动全球化ꎮ 在知识经济时代ꎬ网络

化和全球化伴随和加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形成ꎮ 网络化、全球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形成ꎬ共同推动着文化融合和人文共同体的

建设ꎬ使得文化迁移、文化交融ꎬ使得人文共同体

的形成具有极强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ꎮ

二、文化交融的着力点和关节点

文化是一个泛概念ꎮ 英文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源于拉

丁文 ｃｕｌｔｕｒａꎬ指人的能力培养及训练ꎬ超乎单纯

的自然状态之上ꎮ 其实ꎬ这只不过是一个方面ꎮ
多数国家认为广义的文化ꎬ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

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ꎬ
是指群族所有物质表象与精神内在的整体ꎮ 文

化既凝结在物质之中ꎬ又游离于物质之外ꎮ 既有

物质又有精神ꎮ 有位学人讲ꎬ文化是指除了政

治、经济以外的什么什么ꎮ 试问:政治不是也有

政治文化吗? 经济是基础ꎬ在经济基础上会不产

生文化这上层建筑吗? 文化的这般广泛性ꎬ严格

要求我们在推动文化交融中ꎬ不可以眉毛胡子一

把抓ꎬ要分轻重缓急ꎬ要学“弹钢琴”ꎮ
当前在推动文化交融中有哪些需要抓住的

着力点和关节点呢?
(一)要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人类历史的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文化ꎮ
在工业革命时代ꎬ反映资本家和工人生活的文学

作品对推动工业革命起了很大作用ꎮ 在资本主

义的弊端初露端倪时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受

到工人阶级的欢迎ꎬ并且在一些国家引发了翻天

覆地的革命ꎮ 主流是指导ꎬ不是唯一ꎮ “一花独

放不是春ꎬ万紫千红春满园ꎮ”交响乐演奏中弦乐

起了很大作用ꎬ但是也少不了管乐、打击乐ꎮ 在

倡导主流文化时ꎬ仍要注重弘扬多样化ꎬ满足不

同人群的不同需要ꎮ 戏剧按流派分ꎬ有现实主义

戏剧ꎬ还有超现实主义戏剧ꎻ有自然主义戏剧ꎬ还
有浪漫主义戏剧ꎻ有存在主义戏剧ꎬ还有未来主

义戏剧ꎻ有先锋派戏剧ꎬ还有荒诞派戏剧等等十

余种ꎻ按体裁分ꎬ有悲剧、喜剧、正剧、悲喜剧ꎻ按
表现形式可分为:歌剧、舞剧、哑剧、话剧、戏曲

等ꎮ 各有所好ꎬ你不爱看ꎬ他爱看ꎮ 上海人一直

爱看沪剧ꎬ可是在多民族、多国家的移民聚居上

海以后ꎬ沪剧成不了主流ꎬ但是每次沪剧演出ꎬ剧
场上都挤满了土生土长的上海老人ꎮ 在满座情

况下ꎬ老人宁可站着也要看ꎮ 花鼓不是主流ꎬ但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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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区喜欢花鼓ꎬ并且各有特色ꎮ 如今仅花鼓

在中国就有 ３０ 多种ꎮ 上面讲的分类是大类ꎬ实
际在许多戏种之下都有适合地方口味的亚戏种ꎮ
不管有多少种戏剧ꎬ只要致力于文化融合ꎬ都可

以收到异曲同工之妙ꎮ １９９９ 年ꎬ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题为“走向建设性的多元共

存”研讨会ꎬ鼓励学者、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积极

参与有关多元主义问题的对话交流ꎮ 会上有些

见解可以作为处理主流与多样关系的参考ꎮ
(二)要处理好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

高雅文化是少数所谓高雅人欣赏的文化ꎮ
芭蕾舞高雅ꎬ有些人喜欢观看、参与分享ꎬ票价高

一些也值得ꎮ 可是ꎬ不是每个舞台都适宜跳芭

蕾ꎮ 在贫富差距较大ꎬ人均月收入千元的人群是

不忍花数千元去分享那高雅文化的ꎮ 收入不高

的人跳跳广场舞ꎬ也能做到乐在其中ꎮ 但是也应

当让普通百姓欣赏高雅ꎮ 在电视里把高雅文化

节目播放给百姓看看ꎬ就把高雅与通俗统一了起

来ꎮ 对高雅的人也应当让他们知道ꎬ爵士音乐是

从民间进入宫廷的ꎮ 江苏民歌«茉莉花»已在 ７０
多个国家成了高雅文化ꎮ 探戈舞最初是下海多

日的阿根廷船民上岸后与妓女放松一下的产物ꎮ
高雅来自通俗ꎬ高雅不妨碍分享通俗ꎮ 学者的著

作也有高雅与通俗之分ꎮ 论文深奥是好的ꎬ深得

叫人看不懂也无大碍ꎮ 如果“深奥”得令同行看

不懂ꎬ甚至令学术带头人也看不懂ꎬ那就有点遗

憾了ꎮ 社会学大家费孝通说过多次:“有些学者

的文章我看不懂了ꎮ”费孝通不是看不懂ꎬ他是批

评有些学者故作高深ꎬ“造模”ꎬ生造新概念ꎬ藉以

唬人ꎮ 因此ꎬ还有个对高雅做具体分析的问题ꎮ
(三)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传统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ꎮ
现代无不是从传统演化而来ꎮ 今人应当虔诚地

弘扬传统文化ꎬ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ꎮ 中国

人都是炎黄子孙ꎬ炎黄文化具有对海峡两岸、海
外侨胞的巨大凝聚力ꎮ 近年纪念炎黄的事实证

明ꎬ拜一次炎黄ꎬ“两岸一家亲”就加深一分ꎮ 但

是千百年来ꎬ生产力一变再变ꎬ与生产力、生产关

系相适应的文化也一变再变ꎮ 全盘否定传统文

化是背叛ꎬ不摒弃传统文化中不适于今天的理念

也不是明智的ꎮ 文化是动态的ꎬ要发展ꎬ要创新ꎮ
文化融合要求我们既不能简单重复他人的样板ꎬ
也不能一味抱守老路ꎮ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不同

于以往的兴趣爱好ꎮ 几十年前谁能想到手机会

成为人人的必备ꎮ 如果增强点前瞻性ꎬ在我们现

代人中流行的现代文化ꎬ有朝一日变成我们后人

的“传统文化”时ꎬ是不是允许后人对我们一分

为二呢? 文化只有与时代同行、同步ꎬ方能成为

时代之魂ꎮ
(四)要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只有十多个国家承认我

们ꎬ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ꎮ 不少国家把我们反锁

在国内ꎬ我们想出去ꎬ无法出去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ꎬ有些国家开了门缝ꎮ 这时ꎬ我们的乒乓球队

去了美国ꎬ被称为“乒乓外交”ꎻ我们的杂技团出

去了七十多个国家ꎬ被称为“杂技外交”ꎻ外国没

有憨厚可爱的熊猫ꎬ我们把熊猫送了出去ꎬ被称

为“熊猫外交”ꎮ 一句话:政治不十分突出的文

化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文化ꎬ成为打开国门的侦察

兵ꎮ 如今ꎬ中国已同 １９６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

系ꎮ 外国的文化团体蜂拥而来ꎮ 对外来文化怎

么看? 重要的是一分为二ꎬ去芜取精ꎬ既不崇洋

媚外ꎬ也不盲目排外ꎮ 英法德俄等国的名著ꎬ早
就在中国发行ꎬ一版再版ꎻ意大利、波兰作曲家的

名曲ꎬ早就在中国传播ꎬ一播再播ꎬ深受欢迎ꎮ
欧、亚、非、美、大洋五大洲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

优秀文化ꎮ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ꎬ清朝官员张之洞

提出“中学为体ꎬ西学为用”ꎮ 再早ꎬ还有冯桂芬

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ꎬ都是有道理的ꎬ
但是不可绝对化ꎮ 中国把来自西方德国的马克

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ꎬ是不是为本呢?
(五)在科学研究上要处理好约与博的关系

世上没有万能的人ꎮ 专ꎬ有助于深ꎮ 朝三暮

四是做不好学问的ꎮ 知识碎片化是成不了系统

的ꎮ 因此ꎬ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ꎬ在学科上越分

越细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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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ꎬ文科有一千多门ꎬ理科有两千多门ꎬ如今文理

两者加起来有上万门ꎮ 科学是文化的先声ꎬ也是

社会发展的排头兵ꎮ 分科的细化促进先声的嘹

亮ꎬ排头兵的威武雄壮ꎮ 可是ꎬ事物无不有个度ꎬ
水准的高低在于分寸ꎮ 这些年来ꎬ在有些地方ꎬ
针对过于注重“约”ꎬ而忽视了“博”的现象ꎬ提出

教育要培养“ Ｔ 型人才”ꎬ博中有约ꎮ 个人忽视

“博”ꎬ妨碍还不太大ꎬ如果科学文化界忽视了

“博”ꎬ忽视了综合ꎬ忽视了交流ꎬ那就会阻碍科

学的发展ꎮ 因此ꎬ近年有一大批诺贝尔科学奖得

主大声呼唤ꎬ “要素集聚” “深度融合” “跨学

科、超学科ꎬ甚至反学科”ꎬ提出“摈弃分歧”ꎬ早
日形成“开放的沟通生态”ꎮ 脑科学家呼唤物理

学配合ꎬ研究黑洞的天文学家多尔曼倡导“凝聚

全球之力ꎬ共同探索黑洞”ꎮ １９９７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得主朱棣文说:“很重要的是ꎬ全球科技界能

保持一个开放的沟通生态ꎮ”牛津大学副校长查

斯邦德拉力主“跨国合作”ꎮ 科学家顾强认

为:“创新源于高质量的要素集聚和生态营造ꎮ”
科学家吴宝珠认为“学科跨越还未到深度融合的

新阶段”ꎬ提出要尽快“深度融合”ꎮ 科学界的共

同呼声是四个字“破圈ꎬ跨界”ꎮ 他们反对“独

科”研究ꎮ 尤其在 ２０２０ 年的全球抗疫中ꎬ中国等

许多国家研究疫苗的专家提出ꎬ各国互通信息ꎬ
主动献出研究成果ꎬ不去申报知识产权ꎬ因为在

今天“时间就是生命”ꎮ 科学界的这种文化交流

观念ꎬ是推动文化进一步交融的新动力、新起点ꎮ
(六)正确处理富人文化与贫困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由自然条件、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

文化历史传统交互作用、化合而成的ꎮ 其中经济

条件是不可忽视的ꎮ 俗话说:“在什么山上唱什

么歌”ꎬ是有道理的ꎮ 人们所处的阶级、阶层不

同ꎬ唱的调儿不一样ꎮ 这些年来ꎬ贫富差距在拉

大ꎬ不论是从收入基尼系数看ꎬ还是从财富基尼

系数看ꎬ差距都在拉大ꎮ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扶贫

措施ꎬ略微缩小了贫富差距ꎬ但是差距大的现实

仍然摆在面前ꎮ 经济地位不同带来理念上的差

异ꎮ 差距大不利于社会安定ꎮ 前几年ꎬ有人着力

批评“仇富”ꎮ 仇富是不好的ꎬ人家是勤劳致富、
智慧致富、合法致富、创新致富ꎬ无可非议ꎮ 富人

进入世界五百强是为国争光ꎬ可喜可贺ꎮ 可是如

果只着力批仇富ꎬ不去批富人的嫌贫、迫贫、耍
贫ꎬ那就是没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ꎬ没有找到

引发仇富的本质原因ꎮ 富者、穷者应当是平等

的ꎬ都是应当讲人道、讲道德的ꎮ 中国历来提倡

“富贵不能淫ꎬ贫贱不能移”ꎮ 当务之急要强调

的是“先富帮后富”ꎮ 想想看ꎬ如果劳动力不廉

价ꎬ富人会有那么高的盈利吗? 找找看ꎬ在欧美

各国ꎬ有中国这样廉价的劳动力吗? 明白了这

些ꎬ处理贫困文化与富人文化的关系就不难了ꎮ
善待穷人ꎬ富讲富德ꎬ方有企业繁荣ꎬ国家富强ꎬ
社会文明ꎮ

(七)正确处理风俗习惯中的先进与落后的

关系

风俗习惯是普通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过程

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非物质的东西ꎬ如各民族有各

民族的节日ꎮ 在中国ꎬ同一个春节ꎬ不同民族活

动的内容不一样ꎮ 因此出现了“十里不同风ꎬ百
里不同俗”的说法ꎮ 民俗中有瑰宝ꎬ也有非科学

的成分ꎮ 有的风俗在此处为瑰宝ꎬ在彼处则不作

为瑰宝看待ꎮ 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 “入乡随

俗”ꎬ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习俗ꎮ 在新西兰周围

的一些岛国上ꎬ有人以肥胖为美ꎮ 倘若不胖ꎬ不
仅拼命吃脂肪ꎬ而且还要往身上擦脂肪ꎬ企图肥

起来ꎮ 他说肥胖美ꎬ你就不必为苗条美跟他们争

得面红耳赤ꎮ １９４９ 年ꎬ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

利ꎬ从东北到江北ꎬ部队是一直高唱着“翻身得解

放”过来的ꎬ可是生活在长江边上的渔民却不许

大家讲“翻身”二字ꎮ 因为天天在大风大浪中行

驶的小渔船最忌的是“翻身”ꎮ 于是解放军就不

提“翻身”二字ꎬ深得民心ꎮ 解放军渡江时渔民

不仅献出小船ꎬ而且不怕牺牲ꎬ亲自为解放军划

船到江对岸ꎮ 请允许来点逆向思考ꎬ讲“翻身”
就一定会导致翻船吗? 是不是有点虚无呢? 因

此ꎬ第二要移风易俗ꎮ 天下没有不可移之风ꎮ 当

然这需要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努力ꎬ革故鼎新ꎮ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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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的历史长河看ꎬ人类“移”掉了不知多少

“风”ꎬ“易”去了多少“俗”! 改善、改良了人民生

活习惯是天大的好事ꎮ
(八)正确处理不同宗教间、教派间的关系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ꎬ是人的社会意识

的一种形态ꎬ一种文化现象ꎮ 宗教界人士认为在

现实世界之外ꎬ还有超自然的力量ꎮ 现在世界上

有佛教、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
斯兰教ꎻ此外ꎬ有七八种地区性和民族宗教ꎬ以及

多种土著宗教ꎮ 不同宗教之间是有共同点的ꎮ
正如赫伯特斯宾塞所说ꎬ宗教都是对超越人类

知识的某种力量的信仰ꎮ 布莱德雷认为宗教是

对善的追求ꎮ 迈克塔格特认为宗教是人追求与

宇宙和谐的一种感情ꎮ 赵朴初认为佛教的“普度

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ꎮ “善” “和谐” “普度众

生”都是高尚的品格ꎮ 宗教对民族的精神、文化、
科技、道德、风俗以及生活方式发生过不同程度

的影响ꎮ 中国的道教寻求“道法自然”ꎬ在探索

方术中ꎬ钻研过医学、天文学ꎮ 但是从宗教史来

看ꎬ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有着矛盾ꎬ同一宗教内部

不同教派之间也有过观点冲突ꎮ 冲突不是和谐ꎬ
冲突违背教义ꎮ 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不同宗

教间、教派间的关系ꎮ 对话、合作是最好的方式ꎮ
此外ꎬ还要推动宗教改革ꎮ 过去“科学只是

教会的恭顺的婢女”(恩格斯语)ꎮ 今天宗教可不

可以吸收科学成果ꎬ对自身作些改革? 马丁路

德的宗教改革都知道了ꎮ 当时他吃尽苦ꎬ可是ꎬ
前年 ５００ 周年时西方好多城市为他塑像ꎮ 梵蒂

冈教皇为伽利略平反就是尊重科学ꎬ尽管动作迟

缓ꎬ但也是一种改革ꎮ 现在各大宗教都在按照社

会发展的需要有序地进行改革ꎮ 西方有很多教

堂是教堂ꎬ也是图书室ꎬ还是市民学堂ꎮ 三合一ꎬ
四合一的都有ꎮ 宗教是在改革中存在的ꎮ 现在

宗教界在扶贫、在慈善事业中作出很大贡献ꎬ这
是宗教改革的成果ꎬ也是宗教改革的方向ꎬ还是

不同宗教间和谐相处的条件、氛围和征兆ꎮ
(九)抓紧研究语言文字改革

语言是人类的独创ꎬ只有人类会把无意义的

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ꎬ成为有意义的语

素ꎬ再把形形色色的语素组合成话语ꎬ用无穷无

尽的变化形式来表达无穷无尽的意思ꎮ 接着语

言而来的ꎬ是人类创造了文字ꎮ 文字是语言的视

觉形式ꎮ 文字突破了口语所受空间和时间的限

制ꎬ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然而突破时空限制的

语言文字又受时空影响ꎬ形成不同的语种和方

言ꎮ 语言文字的不同使得语言呈现出多样性ꎬ而
多样性又阻碍了人与人的交流ꎬ不合乎人类创造

语言的初衷ꎮ 有人把多种多样的语言分高低ꎬ有
人不赞成分高低ꎮ 这就是矛盾ꎮ 美国社会语言

学家 Ｗ. 拉博夫认为ꎬ不同社会阶层的语言各有

特点ꎬ官腔、民腔不一样ꎬ上层、下层不一样ꎬ这也

是一种矛盾ꎮ 矛盾促进了文字改革ꎮ 小改有之ꎬ
大改也有之ꎮ 中国 １９１８ 年的白话文运动ꎬ３０ 年

代在中国知识界的大众语运动ꎬ１９４２ 年延安提

出向群众学语言ꎬ以及 １９４９ 年的简化汉字和推

广普通话运动ꎬ都是着眼于社会改革的语言运

动ꎬ朝方便交流的方向发展ꎮ 为了方便世界各国

的文化交流ꎬ１８８７ 年ꎬ波兰的柴门霍夫提出了以

世界语作为国际辅助用语ꎮ １９０５ 年举行第一次

国际世界语大会ꎮ １９０６ 年世界语传入中国后ꎬ
蔡元培、钱玄同、鲁迅、胡愈之都是世界语的积极

倡导者ꎮ １９８６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两

次国际世界语大会ꎬ受到许多国家好评ꎮ 现在全

世界讲世界语的人数已超过一千万(还有一说是

一千五百万人)ꎮ 世界语正在成为文化交融的一

种工具ꎮ

三、实现文化交融必须坚持的三项原则

文化具有社会整合功能ꎬ整合价值、整合规

范、整合结构ꎻ具有社会促进功能ꎬ促进积累ꎬ促
进传播ꎬ促进生产力ꎬ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ꎮ 因

此ꎬ文化交融的状况对文化功能的发挥至关重

要ꎬ必须牢牢把握住以下三条原则ꎮ
(一)坚持包容多样的原则

文化上的差异是划分民族的标杆之一ꎬ是日

积月累慢慢形成的ꎮ 民族自尊心包含文化自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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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不同民族、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ꎬ也包含尊

重不同民族的文化ꎮ 学界有“文化平行论”ꎮ 所

谓平行ꎬ大体上有平等之意ꎮ 生鸡血有什么好喝

的? 可是ꎬ红军在长征途中ꎬ彝族兄弟坚持要与

红军“杀鸡为盟”ꎬ刘伯承将军就与彝族兄弟一

起喝了生鸡血ꎬ得到彝族兄弟信任ꎬ红军得以继

续前进ꎮ 把多样包容在一起ꎬ是为了求同存异ꎬ
便于互鉴ꎮ 只有把许多“异”存在一起ꎬ才有交

流的可能ꎮ 千篇一律还有交流的必要吗? “存
异”不是走过场ꎬ“存异”之后ꎬ要充分理解“异”
的个性ꎮ 然后ꎬ比较、选择、讨论、协商ꎬ有时甚至

来点交锋ꎬ进一步做到水乳交融ꎮ
(二)坚持友谊第一的原则

研讨会上可以各抒己见ꎬ可以争得面红耳

赤ꎬ可是散会以后ꎬ仍要握手言欢ꎬ举杯相庆ꎮ 体

育有地区性的、全球性的竞赛ꎻ电影也有不同国

家、不同城市的评比ꎻ科学研究方面也有形形色

色的奖项ꎻ这都是交流、交融ꎮ 大体公平的奖项

也难免有疏漏ꎮ 获奖者不骄傲ꎬ未获奖者不气

馁、不计较ꎮ 场内、场外都要坚持友谊第一ꎮ 友

谊是温暖ꎬ是智慧ꎬ是创新、创造的沃土ꎮ 友谊压

倒奖金ꎬ超越奖杯ꎮ 几十年来ꎬ不同国家的城市ꎬ
彼此结为友好ꎬ是文化交融的体现和标志ꎮ 比如

上海已与 ５９ 个国家的 ９１ 个市建立友城关系ꎮ
文化交流带动友城发展ꎬ文化交流是友城的应有

之义ꎬ友城是文化交流的大运河ꎮ 大运河进一步

加速文化交流ꎬ促进融为一体ꎮ
(三)坚持社会文明的原则

文化的积极成果和进步方面是文明ꎬ文明是

一种价值判断ꎬ是一个褒义概念ꎮ 文化融合的目

的和结果完全是为了提高人类素质ꎬ是为了提高

社会文明ꎮ 毋庸讳言ꎬ不同国家ꎬ同一国家的不

同民族的文明程度有高有低ꎮ 英国人类学家 Ｅ.
Ａ. 韦斯特马克提出“文化相对论”ꎬ他认为无法

判断文化优劣高低ꎮ 这种观点对于反对欧美中

心主义是有益的ꎬ但是多少有些偏颇ꎮ 现在社会

文明指数日益完善ꎬ年年发布ꎮ 事实很明显ꎬ在
同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里ꎬ不同群体的犯罪率不一

样ꎬ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难民的道德水准不一

样ꎮ 如果允许为不情愿接纳难民的原住民辩解

一句的话ꎬ他们不喜欢难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难

民不守社会秩序ꎬ难民为了芝麻绿豆大的小事ꎬ
内斗激烈ꎬ为了蝇头大的利益ꎬ用拳头对付难民

营长ꎮ 反过来说ꎬ移民住得久了ꎬ文化迁移、传播

的时间长了ꎬ定会“以文化人”ꎬ在文化上化合、
融合ꎬ四面八方来的人共同追求文明ꎮ 移民评上

模范ꎬ当上所在国领导人的ꎬ也不是少数ꎮ 因此ꎬ
文化交融有个向上还是向下的问题ꎬ不可同流合

污ꎬ而是并肩向上、携手向前ꎬ奔向高度文明ꎮ

四、结束语

文化交融是一项文化强国、文化强球 (地

球)的巨大工程ꎮ 在推进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会遇

到文化惰性、文化排斥、文化对抗和文化冲突ꎮ
这就要求文化界要能够经受住严格的思想淬炼、
政治历练、实践锻炼ꎬ要有跨过一沟还要越过一

壑ꎬ登上一座山峰还要再登一峰的全球视野ꎬ要
有努力抢占发展制高点的雄心壮志和坚持不懈

的毅力ꎮ 要知道ꎬ在实现了文化融合以后ꎬ还会

在更高层次上产生新的文化多样、文化差异ꎬ这
又要求文化界要目光远大ꎬ前瞻万里ꎬ推动新一

轮的文化融合ꎮ “差异→交流→融合→新差异→
再交流→再融合”ꎬ波浪式前进ꎬ螺旋式上升ꎬ这
是文化发展的规律ꎮ

规律在胸ꎬ思想解放ꎬ理念更新ꎬ为文化融合

坚毅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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