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戴圣鹏ꎬ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经济哲学与马克思主义

文明观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文明形态变革的哲学理念创新”(１８ＺＤＡ０１５)的阶段性成果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７４ 期ꎬ２０２１. 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３ Ｍａｒ. ２０２１

论文明自信〔∗〕

戴圣鹏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文明自信ꎬ是文明创造的主体对其自身所创造的文明的自豪感与自信心ꎮ 文明自信既是文明创

造主体的一种社会心理与社会情感ꎬ也是文明创造主体不断创造其文明的精神动力ꎮ 但一个文明民族要对自身

的文明产生自信ꎬ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ꎮ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看来ꎬ文明历史的

悠久与古老、历史上文明成果的辉煌与灿烂ꎬ都是文明自信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ꎬ但它们并不构成文

明自信产生的必要条件ꎮ 相比于文明历史的悠久与古老、历史上文明成果的辉煌与灿烂而言ꎬ一个民族正在建

设的文明是否优秀与先进ꎬ是否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未来与前进方向ꎬ更是文明自信产生与长期保持的坚实基础

与根本条件ꎮ 此外ꎬ文明的发展道路、发展态势以及发展环境等ꎬ也构成了文明自信产生的重要条件ꎮ 在新时

代ꎬ坚定对中华文明的自信ꎬ就必须坚定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自信ꎮ 只有坚定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自信ꎬ我们才

能把中华文明推向新的发展高度ꎬ推向世界文明的中心舞台ꎮ
〔关键词〕文明自信ꎻ历史条件ꎻ现实基础ꎻ中华文明ꎻ社会主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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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文明民族或文明国家要不断开创自己

的新辉煌ꎬ就离不开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与交往

对话ꎮ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ꎮ” 〔１〕

对于任何一个文明而言ꎬ与其他的文明进行交流

互鉴与交往对话是发展自身文明非常有效的途

径ꎬ但要保持自身文明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与具

有个性的发展形态ꎬ增强对自身文明的自信是非

常重要的ꎮ 文明自信是一个文明民族实现自身

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精

神动力与精神支撑ꎮ

一、何谓文明自信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看

来ꎬ文明自信ꎬ作为一种社会心理与社会情感ꎬ作
为文明创造的主体ꎬ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与

交往对话ꎬ以及建设和发展自身文明的过程中ꎬ
所产生的对自身文明的自豪感与自信心ꎬ具体来

讲ꎬ文明自信包括对自身文明的悠久历史的自

信、对自身文明在历史上取得过辉煌成就的自

信、对自身文明具有相对先进的发展形态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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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对自身文明发展道路的自信、对自身文明发

展态势的自信、对自身文明具有良好的发展条件

与发展环境的自信ꎬ等等ꎮ 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树立文明自信ꎬ增强文明自

信ꎬ既可以在文明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保持自

身的独立性ꎬ也可以在文明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

中向其他文明积极主动地推广与介绍自身文明

的优秀成果与积极因素ꎬ还可以在文明交流互鉴

与交往对话中积极主动地借鉴与吸收其他文明

的优秀成果与积极因素ꎮ 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

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树立文明自信ꎬ增强文明自

信ꎬ是保持自身文明相对独立发展的重要力量支

撑ꎬ也是自身文明实现长久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支撑ꎮ 在人类文明史中ꎬ凡是在与其他的文

明进行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的过程中ꎬ没有文明

自信或文明自信不足的一方ꎬ很容易使自身文明

在发展中丧失独立性甚至是成为一种从属于其

他文明的文明ꎮ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ꎬ虽然落后

的文明从属于先进的文明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

历史现象ꎬ但并不意味着这种从属是长期的或永

久的ꎬ只要文明形态发展相对落后的一方或暂时

处于从属地位的一方能够在发展自身文明的过

程中树立文明自信ꎬ在追赶其他文明的发展过程

中不断增强文明自信ꎬ一般来说ꎬ其是能够走出

一条适合自身文明发展的道路的ꎬ也是可能在适

合其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创建自身文明发展的新

高度与新阶段ꎬ甚至是开创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

态ꎮ
要更好地把握文明自信的内涵ꎬ十分有必要

把其与文化自信作一个比较与分析ꎮ 文明自信

与文化自信ꎬ都属于社会心理与社会情感的范

畴ꎬ但这两个范畴既有相同的地方ꎬ也有不同的

地方ꎮ 在内容上ꎬ二者是有重叠的ꎬ如果我们像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弗洛伊德那样不

屑于区分文明与文化的话ꎬ〔２〕文明自信与文化自

信在内涵上可以认为是一致的ꎬ只是在表述上略

有不同而已ꎮ 但如果我们从字典或教科书里面

的理解来说ꎬ文明相比于文化而言ꎬ文化涵盖的

内容更为广泛ꎬ而文明则只是指文化中的积极沉

淀或积极成果ꎮ 如果我们从文明是文化的积极

沉淀或积极成果的角度来讲的话ꎬ文化自信ꎬ从
其自信内容的角度讲又是可以等同于文明自信

的ꎮ 之所以会如此认为ꎬ是因为对于文化自信而

言ꎬ或说对于产生文化自信的内容或根源来说ꎬ
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ꎬ绝对不是根源于

其文化的糟粕ꎬ一定是根源于其文化的成就或者

说其文化的积极方面或优秀部分ꎬ没有哪个民族

对自身文化的自信是来自于其文化的消极方面

或糟粕部分ꎮ 进一步地讲ꎬ在一个民族所创造的

文化中ꎬ只有那些积极的、优秀的成果才会让这

个民族感到自豪与自信ꎮ 因此ꎬ从文化自信产生

的真正根源或真实的内容的角度讲ꎬ文化自信是

创造这个文化的主体对自身所创造的和正在创

造的优秀文化或辉煌的文化成果的自信ꎬ而不是

对自身所创造的文化糟粕或消极的文化元素的

自信ꎮ 因此ꎬ从这个意义上讲ꎬ文化自信也是可

以等同于文明自信的ꎬ或者说文明自信事实上是

从另一个更为实质的角度来谈文化自信ꎮ
但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视域中的文明观的视

角来看ꎬ或说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明的了

解与把握来看ꎬ文明与文化在内容上存在交叉的

地方ꎬ然而二者在内涵上是不可以等同的ꎮ 文化

指向的是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精神与价值观

等ꎬ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的东西ꎬ而文明指向的

不仅包括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精神与价值观ꎬ
还包括人类所创造或发明的各种在自然界原本

不存在的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人工产品ꎬ以及进入

文明时代以来人们所创造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

度ꎬ等等ꎮ 从历史生成论的角度讲ꎬ文化诞生的

历史比文明诞生的历史要长久得多ꎬ在人类文明

史上ꎬ最为古老的文明也只有不到一万年的历

史ꎬ但人类文化的历史则要比这长远得多ꎮ 从文

明与文化二者内涵的角度讲ꎬ文明所涵盖的范围

比文化所要涵盖的范围要广泛得多ꎮ 正是由于

文明的内涵要比文化的内涵所要涵盖的范围更

广ꎬ因而文明自信相比于文化自信而言ꎬ其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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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也相应地更为广泛一些ꎬ换句话讲ꎬ文明

自信不仅包括文化自信的内容ꎬ还包括了对文化

以外的对象的自信ꎮ 例如ꎬ文化自信不包括道路

自信与制度自信ꎬ但文明自信则可以涵盖道路自

信与制度自信ꎬ还可以涵盖人类对自身所创造的

以物质形态存在的人工产品的自信ꎬ而这一切都

是文化自信无法涵盖的ꎮ 正是因为文明自信所

有涵盖的范围比文化自信更广、更大、更多ꎬ因而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ꎬ其产生文明自信的历史条件

与现实基础也必然与文化自信有所不同ꎮ 但不

可否定ꎬ文化自信的形成ꎬ一定有利于文明自信

的形成ꎬ但文明自信的生成要比文化自信生成的

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更为复杂ꎬ也更为广泛ꎬ影
响的层次与时效也更为深层与久远ꎮ

此外ꎬ要科学而深刻地认识与把握文明自

信ꎬ十分有必要把其与文明自大、文明自卑等概

念作一个界别与对比分析ꎮ 文明自大是一种不

同于文明自信的社会情感与社会心理ꎬ但二者之

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关系ꎬ文明自大相对于文明自

信而言ꎬ是过度的文明自信的一种极端表现ꎬ是
一种虚假的不立足于现实的又自以为是的“文明

自信”ꎮ 在现实的文明交往与文明发展中ꎬ如果

缺乏对文明自信与文明自大的清楚认识ꎬ是很有

可能把正常的文明自信错认为是文明自大ꎬ也同

样是有可能把文明自大误认为是文明自信ꎮ 从

概念界定的角度讲ꎬ文明自大是指文明创造或文

明建设的主体对其已创造的或正在建设的文明

的盲目自信与自大心理ꎬ也是一种在与其他的文

明交流互鉴或交往中自以为是的骄傲心态ꎮ 文

明自大作为一种不健康的社会情感与社会心理ꎬ
其产生与创造或建设某种文明的主体ꎬ对自身文

明缺乏正确认识与评价有着很大的关系ꎮ 在文

明交流与互鉴中ꎬ文明自大不仅容易引起文明之

间的冲突ꎬ还有可能使自身文明丧失借鉴与学习

其他文明有益的发展经验与优秀的文明成果的

机会ꎬ长期的文明自大ꎬ还有可能让自身文明走

上一条自我封闭的发展道路ꎮ 在文明的建设与

发展过程中ꎬ如果自身的文明是相对先进与优秀

的ꎬ对自身的文明有一点点自大也许问题不是很

严重ꎬ但如果自身的文明不是相对先进与优秀

的ꎬ而是相对落后甚至是正在走下坡路ꎬ那对自

身文明的自大ꎬ就可能会葬送自身文明的发展前

程ꎮ 在文明互鉴交流中ꎬ在文明建设与发展中ꎬ
一定要警惕文明自大的产生ꎬ特别是在自身文明

取得巨大发展与辉煌成就时ꎬ更是要警惕与防范

它ꎮ
与文明自大截然不同ꎬ且同样极端的另一种

文明心理ꎬ就是文明自卑ꎮ 如果说文明自大是因

为对自身文明过度自信而产生的极端心理的话ꎬ
那么文明自卑则是因为对自身文明丧失了自信

而产生的另一种极端的心理情况ꎮ 如果以文明

自信为参照与坐标的话ꎬ文明自大、文明自卑都

是与文明自信相反的两个方向或相对立的两种

心理状态ꎮ 一个文明民族ꎬ如果丧失了对自身文

明发展的信心ꎬ就容易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产生自卑心理ꎬ或在建设与发展自身文明的过

程中产生自卑心理行为ꎬ特别是对自身文明的发

展前景感到悲观与失望时ꎬ这种心理或心理行为

更容易产生ꎮ 就如同文明自大不利于自身文明

的健康发展一样ꎬ文明自卑也同样不利于自身文

明的健康发展ꎮ 文明自卑本就与文明发展程度

的相对落后ꎬ特别是与自身文明的发展前景黯淡

或自身文明正处于衰落之中有着紧密或直接的

关系ꎬ但一个文明民族任由其文明自卑心理的蔓

延与加重的话ꎬ不仅无法改变自身文明的发展现

状ꎬ还很有可能使自身文明消失于人类文明历史

的发展长河之中ꎮ 在人类文明这个大家园中ꎬ不
同的文明之间固然存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

发展成就的大与小ꎬ但要实现自身文明的长久发

展ꎬ就必须正视自身文明存在的问题ꎬ既不能因

为自身文明相对先进与优秀而自大自傲ꎬ也不能

因为自身文明相对落后或正处于衰落中而自卑

自弃ꎮ 任何文明ꎬ都有其相对优秀的地方ꎬ也可

能有其值得借鉴的积极元素ꎬ只有树立起对自身

文明发展的信心ꎬ才能看到自身文明的优秀之

处ꎬ并从文明自卑的心理中走出来ꎬ不断去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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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文明ꎬ大力发展自身的文明ꎮ 由此可见ꎬ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ꎬ在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ꎬ要
树立文明自信与坚定文明自信ꎬ既要避免文明自

大的产生ꎬ也要避免文明自卑的形成ꎬ更要夯实

文明建设与发展的现实基础ꎬ营造好文明自信产

生与存在的现实条件ꎮ

二、文明自信形成的基础与条件

一个民族的文明自信ꎬ既源于其文明建设与

发展的需要ꎬ也源于它与其他民族的文明交流互

鉴与交往对话的需要ꎮ 但对于一个文明民族而

言ꎬ其要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

产生文明自信ꎬ则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

础ꎮ 虽然不同文明民族产生文明自信的历史条

件与社会基础是有所不同的ꎬ但任何文明自信都

不可能是无根的文明自信ꎬ任何形式、任何程度

的文明自信都有其产生与存在的历史条件与社

会基础ꎮ 离开文明自信产生的历史条件与社会

基础来谈文明自信ꎬ这样的文明自信必然是抽象

与空洞的ꎬ也是无法产生现实力量的ꎮ 具有现实

力量的文明自信ꎬ必然是有现实基础与现实支撑

的文明自信ꎮ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长河中ꎬ不同的文明民

族ꎬ其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不一样的ꎬ有的民族有

着古老的文明ꎬ也有着悠久的不曾中断的发展

史ꎬ而有的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是比较晚

的ꎮ 对于那些文明历史悠久的民族而言ꎬ其在与

其他民族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往往有

一种天然的历史优越感ꎬ这种天然的历史优越感

也往往让其在与其他民族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交

往对话中产生对自身文明的自豪与自信ꎮ 因此ꎬ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ꎬ自身文明的悠久历史与古

老ꎬ也往往构成了其文明自信心理产生的重要历

史条件ꎮ 但有一点需要指明的就是ꎬ文明历史的

悠久与古老固然有利于创造它的民族产生文明

自信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ꎬ文明历史相对较短的

民族就不会产生文明自信ꎬ或说缺乏文明自信产

生的历史条件与社会基础ꎮ 之所以如此ꎬ究其原

因就在于ꎬ文明历史的悠久与古老ꎬ只是有利于

创造它的民族产生文明自信ꎬ但只是文明自信产

生的一个重要条件ꎬ而不是文明自信产生的必要

条件ꎬ也无法构成文明自信经久不衰的有力支撑

与坚实基础ꎮ 因此ꎬ在现实的文明交往与文明互

鉴中ꎬ如果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只是根源于自身文

明历史的悠久与古老ꎬ这样的文明自信是很难持

久有力的ꎮ 对于一个文明民族而言ꎬ只是建立在

自身文明历史悠久与古老基础之上的文明自信ꎬ
其不但不利于其文明的健康发展与进步ꎬ反而有

可能成为其文明向前发展的绊脚石或阻碍ꎮ
对于文明民族而言ꎬ历史的悠久或古老固然

有利于对自身文明产生自信ꎬ但相比于历史悠久

或文明古老而言ꎬ是否在人类历史上或人类文明

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就或丰硕的文明成果ꎬ
特别是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或人类文明的进步产

生过巨大作用的文明形态ꎬ则更是有利于创造它

的民族ꎬ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

中ꎬ以及自身文明的建设与发展中产生文明自

信ꎮ 在人类文明史上ꎬ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民族

很多ꎬ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成果与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文明成就的民族则相

对较少ꎮ 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的民族ꎬ不一定对

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ꎮ 在文

明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自身文明的成就往往

会影响其文明自信的产生与形成ꎮ 相比而言ꎬ一
个有着灿烂的文明成就ꎬ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

有着巨大历史作用与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民

族ꎬ相比于文明成就并不灿烂的民族或对于人类

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并没有作出巨大贡献的民族

而言ꎬ其更容易产生或形成文明自信ꎮ 因为自身

的文明有着灿烂的文明成就与丰硕的文明成果

而自豪与自信ꎬ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ꎮ 但这种

自豪与自信如果过了头ꎬ就容易让一个民族沉浸

于或陶醉于过去的辉煌历史而不能自拔与自省ꎬ
也容易给一个民族文明的长远发展带来十分不

利的影响ꎮ 在人类文明史上ꎬ有些文明民族曾经

崭露头角ꎬ但由于迷恋或满足于自身文明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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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或辉煌成果在后来的发展中停滞不前ꎮ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认为的那

样:“停滞的文明之所以停止下来不再成长是由

于它们获得了某种‘绝技’ ( ｔｏｕｒ ｄｅ ｆｏｒｃｅ)的结

果ꎮ 这些‘绝技’ 指的就是对于挑战的过度反

应ꎬ其强度恰好越过了能够刺激文明的进一步发

展和被击败两者之间强度的临界点ꎮ” 〔３〕因此ꎬ一
个文明民族要使自身的文明可以持续发展ꎬ就不

能自满于已有的文明成就或灿烂的文明成果ꎬ或
说陶醉与沉迷在自身文明发展中所获得的“绝
技”中ꎮ

对于一个需要产生或形成文明自信的民族

而言ꎬ历史悠久与过去的辉煌成就ꎬ都是有利于

其文明自信的产生与形成的ꎬ也是其文明自信形

成的重要历史条件ꎮ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ꎬ要形成

坚定的文明自信ꎬ要使文明自信能够长久保存且

坚韧有力ꎬ这些历史条件还是不够的ꎬ这些历史

条件无法构成文明自信产生的坚实基础ꎬ也不是

文明自信得以长期保存的根本条件ꎮ 在唯物主

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看来ꎬ相比于历史

悠久与曾经的辉煌而言ꎬ自身文明当下的发展状

况与发展水平ꎬ特别是自身正在建设的或正在创

造的文明是否先进ꎬ更是文明自信是否能产生与

坚定的现实基础与根本条件ꎮ 一般来说ꎬ越先进

的文明ꎬ越具有创造性ꎬ也越能推动人类历史的

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ꎮ 只有先进的文明才能

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阶段和最高发展水

平ꎬ从而也构成了人类文明最具生命力与最具影

响力的发展形态ꎮ 一种文明是否先进ꎬ是否依旧

能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与前进方向ꎬ不是

看它的历史有多悠久有多古老ꎬ也不是看它是否

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上辉煌过或创造过如何巨大

的成就ꎬ而是看这种文明是否与人类历史前进的

方向一致ꎬ是否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ꎬ
是否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新发展趋势与最高发

展水平ꎮ 一般来说ꎬ越是先进的文明ꎬ表现越是

优秀ꎬ人类文明史上那些优秀的成果往往都是历

史上代表着人类文明先进形态的那些文明实体

所创造的ꎮ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ꎬ越先进的文

明ꎬ越能让创造它的主体对其产生自信ꎬ并能在

发展中坚定这种自信ꎮ 因此ꎬ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先进的文明ꎬ优秀的文明ꎬ富有生命力的文明ꎬ不
断与时俱进的文明ꎬ更是人们产生文明自信的坚

实基础ꎬ也是一个民族能够长久保持其文明自信

的根本条件ꎮ
自身文明发展形态的相对先进与优秀ꎬ是一

个文明民族产生文明自信最为坚实的基础与条

件ꎬ但对一个文明民族而言ꎬ其文明的发展道路、
发展态势也同样是其文明自信产生的重要条件

与基础ꎮ 在人类文明史上ꎬ不同的文明民族ꎬ一
般会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ꎬ不同的文明民族在其

各自的文明发展过程中ꎬ一旦选择了适合其自身

文明发展的道路ꎬ不仅会使自身的文明获得较快

的发展ꎬ还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取得更多更大的文

明成就ꎮ 也正是因为如此ꎬ在文明自信的产生过

程中ꎬ文明发展道路也往往构成其产生的重要条

件与基础ꎮ 对于一个文明民族而言ꎬ在其文明发

展过程中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文明发展的道路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ꎬ但一旦其探索出了一条

适合自身文明发展的道路ꎬ必然会增加其对自身

正在建设与发展的文明的自信ꎬ也会使其更加坚

定对自身文明发展道路的自信ꎮ 一个文明民族

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ꎬ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

态势ꎬ对于一个文明民族而言ꎬ其自身文明的发

展态势也同样会影响其对自身文明的自信ꎮ 一

般来说ꎬ文明的发展态势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不

断向前发展或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ꎬ一种是发展

停滞的态势ꎬ另一种是正在走下坡路或正处于衰

落过程中的态势ꎮ 相比于正在走下坡路或正处

于衰落过程中或已经停滞的文明而言ꎬ那些呈现

出不断向前发展或螺旋上升的文明更容易让创

造与建设它们的主体对其充满自信ꎮ 当一个文

明民族发现其文明正处于停滞状态或正在衰落

时ꎬ其不仅很难对自身的文明产生自信ꎬ还容易

对自身的文明产生自卑ꎬ甚至是放弃自身的文

明ꎮ 在现实的文明发展过程中ꎬ一个民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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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ꎬ无论其在发展阶段上是否落后于其他民族ꎬ
只要其文明能够一直保持向上发展的趋势或向

前发展的蓬勃态势ꎬ其对自身文明的自信会随着

其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而不断坚实ꎮ
在文明自信的产生与坚实的过程中ꎬ文明的

发展环境也是比较重要的生成条件ꎮ 对于一个

文明民族而言ꎬ其文明的发展环境是由两部分构

成的ꎬ也即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部分构

成ꎮ 对于人类文明而言ꎬ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发展

阶段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

响与作用是不太一样的ꎮ 相比于社会生产力水

平相对较高的文明而言ꎬ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

低的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ꎬ自然环境的影响会

大于社会环境的影响ꎮ 但对于任何一个文明而

言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是其文明发展的重要

条件与物质基础ꎮ 在一个文明民族文明自信的

产生过程中ꎬ文明发展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

对较好的民族相比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相对

较差的民族而言ꎬ更容易对自身文明的发展充满

自信ꎬ也更容易在自身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文

明自信ꎮ 对于任何一个文明民族而言ꎬ随着其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ꎬ社会环境相比于自然环境而

言ꎬ其在文明自信的产生过程中的权重会越来越

大ꎬ而自然环境的所占权重则会相应地减少ꎮ 但

毋庸置疑的是ꎬ无论是自然环境的好坏ꎬ还是社

会环境的好坏ꎬ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

个文明民族对自身文明发展态势与发展前景的

自信ꎮ
文明自信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与历史

条件之上的ꎮ 对于一个处在封闭的环境中创造

自身文明的民族而言ꎬ其对于自身所创造的文明

无所谓自信与不自信的问题ꎮ 对于文明创造的

主体而言ꎬ文明自信既是相对于自身而言的ꎬ也
是相对于其他文明创造主体而言的ꎮ 一个文明

民族ꎬ如果它不与其他的民族进行文明交流互鉴

与交往对话ꎬ也不会有对自身文明的自信或不自

信的问题ꎮ 文明自信多生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

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它是一个文明民族在与其

他文明民族的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坚持自身

文明相对独立发展的需要ꎮ 如果一个文明民族ꎬ
在与其他文明民族的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无
法产生与形成对自身文明的自信ꎬ其必然会在与

其他文明民族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特
别是在与其他文明民族的融合过程中ꎬ放弃自身

文明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以及相对独立发展的

形态ꎬ从而使自身的文明依附于其他的文明而发

展ꎬ有的甚至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放弃自身的文明

而选择比其更为先进与发达的文明发展道路和

文明发展形态ꎬ从而使自身的文明消融于其他文

明之中ꎮ

三、坚定文明自信对发展中华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文明的意义

　 　 中华文明发展到现在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ꎮ
在人类文明史上ꎬ中华文明是唯一发展到现在而

不曾中断过的ꎬ历史最为悠久的人类文明发展形

态ꎮ 如果我们简单地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或

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做一个阶段划分的话ꎬ中华

文明至少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ꎬ即中华

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ꎬ中华文明的古代文明发展

阶段ꎬ中华文明的现代文明发展阶段ꎮ 中华文明

从其早期发展阶段到现代文明发展阶段是一脉

相承的ꎬ也是一个不断扬弃与发展的过程ꎮ 当中

华文明从古代文明发展阶段演进到现代文明阶

段ꎬ或说从农耕文明时代演进到现代工业文明时

代ꎬ都表明了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ꎮ 在中华文

明的现代文明发展阶段ꎬ其最新的发展形态或最

高的发展阶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ꎮ 也

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文明在

当下的最高发展阶段与最新发展形态ꎬ因此ꎬ在
当下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就是在建设中

华文明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就是在发展

中华文明ꎮ 由此可见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与中华文明割裂的思想与做法ꎬ是不现实的ꎬ也
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ꎮ 如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之内在关系ꎬ尤其是将二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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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思想与观点ꎬ既是一种不利于中华文明

健康发展的思想与观点ꎬ也是一种不利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明健康发展的思想与观点ꎮ 对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而言ꎬ其不仅是中华文明

在当下的最高发展阶段与最新发展形态ꎬ还是世

界社会主义文明现有的最具代表的发展类型与

最为先进的发展形式ꎮ
社会主义文明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而言

的ꎬ但无论是资本主义文明ꎬ还是社会主义文明ꎬ
都属于现代文明的范畴ꎮ 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

种现代文明表现形态ꎬ相比于资本主义文明而

言ꎬ是一种更先进、更高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ꎮ
从历史生成的角度讲ꎬ资本主义文明诞生的历史

要比社会主义文明诞生的历史要早ꎮ 从社会主

义文明本身发展的历史来看ꎬ科学社会主义的诞

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文明伊始的重要标志ꎬ而社

会主义文明的真正形成则应始于社会主义国家

的诞生ꎮ 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ꎬ“国家是文

明社会的概括”ꎬ〔４〕 因而我们也可以从恩格斯的

这个经典论断推论出:“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

义文明的概括”ꎬ即社会主义文明表现为社会主

义国家ꎬ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全面展

示与集中体现ꎮ 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ꎬ建设社会

主义国家ꎬ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ꎮ 社会主义

文明与社会主义国家是密不可分的ꎬ也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ꎮ 当今世界ꎬ社会主义中国是社会主

义国家的典型形态ꎬ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最

佳代表与领头羊ꎮ 因此ꎬ从一定程度上讲ꎬ中国

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建设ꎬ中国的

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就是世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ꎮ
而要建设好世界社会主义文明或中国社会主义

文明ꎬ离不开人们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自信ꎮ 对社

会主义文明充满自信ꎬ我们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

文明ꎮ 在当代中国ꎬ建设社会主义文明ꎬ不仅要

建设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ꎬ还要建设

好社会主义经济文明与政治文明ꎬ建设好社会主

义经济文明的新形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ꎮ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提升社会主义文明建设ꎬ使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上升到一个

新的发展高度ꎬ也使社会主义经济文明与政治文

明建设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ꎮ 毋庸置疑ꎬ生
态文明建设所崇尚的理念与所要达到的目标ꎬ与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ꎬ也是社会主义文明与

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ꎬ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ꎮ 在新时代ꎬ我们坚

定文明自信ꎬ就是要坚定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自

信ꎮ 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与发

展虽然已有一两百年的历史ꎬ但社会主义文明在

当代最为先进的发展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明ꎮ 因此ꎬ在当代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代表着社会主义文明的最新发展阶段ꎬ也代表着

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在现阶段的最高水平与最高

成就ꎮ 我们只有坚定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自信ꎬ才
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开创社会主

义文明新局面ꎬ从而构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ꎮ
只有自信于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文明ꎬ
我们才能创造更辉煌的中华文明ꎬ才能把中华文

明推上新的台阶与新的水平ꎮ 在人类文明史上ꎬ
一个自信于自身文明的民族比一个不自信于自

身文明的民族更容易创造新的文明成果与更大

的文明成就ꎮ 文明自信ꎬ作为文明发展的坚强意

志力ꎬ作为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ꎬ是社会主义文

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ꎮ 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不

同于过去的一切文明建设ꎬ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

类文明的最新发展形态ꎬ是一种正在不断开拓与

发展的新文明类型ꎮ 在其文明建设与发展的过

程中ꎬ并没有同类型的文明发展道路与现有的建

设途径可借鉴ꎮ 因此ꎬ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遇

到的困难和挫折可能是我们无法预料的ꎬ一切都

要靠我们在建设与发展中不断地去探索ꎬ如果没

有对其坚定的自信ꎬ当我们遇到困难与挫折时ꎬ
我们就容易放弃ꎬ容易产生挫败感ꎮ 只有对其有

坚定的自信ꎬ我们才能在困难面前不低头ꎬ在挫

折面前不气馁ꎬ才能一如既往地投身到社会主义

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ꎮ 建设一种新文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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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容易的事情ꎬ没有对它的坚定自信ꎬ是很

难把它建设好的ꎮ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五千多

年而不中断ꎬ这与我们对自身文明的长期自信是

离不开的ꎬ虽然近代出现过一个较短时间的不自

信时期ꎬ但其相对于历史上长时期的自信而言只

是一个小插曲ꎮ 社会主义文明ꎬ作为中华文明在

现当代的发展形态与最新表现形式ꎬ我们一定要

坚信于它ꎮ 在当下ꎬ坚信中华文明ꎬ就是要坚信

中华文明的最新发展形态———社会主义文明ꎮ
只有把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好了ꎬ中华文明才能走

得更远ꎬ才能取得更多的新成就ꎬ才能引领人类

文明的新发展和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ꎬ从
而使得中华文明更具世界历史性ꎬ成为世界文明

发展的中心ꎮ
建设社会主义文明ꎬ需要有一个开放与包容

的国际大环境ꎬ任何先进的文明ꎬ任何代表着人

类现代文明前进方向的文明ꎬ都不可能在封闭的

社会环境中长期地成长与发展ꎮ 社会主义文明

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先进形态与新的发展形态ꎬ
其必然需要一个开放与包容的社会大环境ꎬ其必

然要与其他的文明形态进行交流互鉴ꎬ也必然要

与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交流互鉴ꎮ 社会主义文明

与资本主义文明ꎬ在我们这个时代ꎬ不仅是一种

时空上的共存关系ꎬ也是一种竞争与对抗的关

系ꎮ 这是社会主义文明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历史

过程中所面对的现实情况ꎬ也是社会主义文明不

断发展与进步的外在动力ꎮ 社会主义文明要超

越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ꎬ必然要借鉴与吸收资本

主义文明的先进成果与优秀成分ꎬ必然要借助于

资本主义文明已有的成果来发展自己、壮大自

己ꎮ 在现实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交往对话中ꎬ特别

是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达形态的交流互鉴与

交往对话中ꎬ保持与坚定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自信

不仅重要而且必要ꎮ 社会主义文明虽然相对于

资本主义文明而言是一种更先进的、更高的人类

文明发展形态ꎬ但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种新的人

类文明发展形态ꎬ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相比于资本

主义文明而言ꎬ还是比较短暂的ꎬ相比已处于发

达阶段的资本主义文明而言ꎬ社会主义文明还处

在其自身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ꎬ还是一种相对不

发达的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ꎮ 因此ꎬ在社会主义

文明与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交流互鉴与交

往对话时ꎬ如果我们缺乏对社会主义文明的坚定

自信的话ꎬ我们很容易被资本主义文明的发达外

表所迷惑ꎬ甚至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交流互鉴与

交往对话中放弃自身相对独立的文明发展道路

与文明发展方式ꎮ 一些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在社

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迷失与失败的惨重历史也

告诉我们ꎬ坚定对社会主义文明的自信ꎬ对于发

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建设社会主义

新文明是如何的重要ꎬ而丧失对社会主义文明的

自信或对社会主义文明无法产生坚定的自信ꎬ则
很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也步苏联

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ꎮ 总而言之ꎬ形成健

康的文明自信ꎬ形成持久坚韧的文明自信ꎬ我们

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建设好社

会主义文明ꎬ发展好中华文明ꎮ

注释:
〔１〕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ꎬ北京:外文出

版社ꎬ２０２０ 年ꎬ第 ４６９ 页ꎮ
〔２〕对于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的区分ꎬ奥地利学者西格蒙

弗洛伊德就认为“我不屑于区别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ꎮ 见

〔奥地利〕西格蒙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 文明及其不

满»ꎬ严志军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ꎬ第 ２２ 页ꎮ
〔３〕〔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 (上卷)ꎬ〔英〕Ｄ

Ｃ. 萨默维尔编ꎬ郭小凌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年ꎬ第
１６２ 页ꎮ

〔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４ 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９３ 页ꎮ

〔责任编辑:刘　 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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