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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晋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开启了中国社
会现代化的帷幕，其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始
终是绕不开的话题。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
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至今悬
而未决，传统文化自我放逐的困境令人忧虑，
其自身的承续发展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课
题。于今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在两年内，多
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精辟论述，从中可以看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质量和脚步，
决定着综合国力的水准和走向，影响着我们
在民族之林中的角色与位置，这既是无法回
避的重要问题，又是严肃的时代命题！

传统文化现代化

是精神家园的守望之路

一段时期以来，我们没有对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客观和准确的认识，好像提及传统文
化就等于向落后腐朽的东西靠拢，这种思维
惯性既削弱了传统文化的奠基地位，又不能
实事求是地对待文化的继承发扬问题，致使
民族根脉文化的虚无主义思潮屡次出现，精
神家园的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反倒是某些
非民族性的文化被捧上了天。

事实上，与时俱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发展主流，比如，汉唐文化、北宋文化、北魏
文化、明清文化，它们在传承转换中较好维系
了社会运行秩序，有力推动了封建历史转型
发展，较好凝聚了特定时代的民族精神和理
想信念。同时，传统文化在开放包容中不断吐
故纳新，一度在全球文化中发挥了引领示范
作用，唐代“万邦来朝”的盛世气象即是最好
的例证。

然而，近代以来，优秀传统文化更新转换
的速度有些迟缓，其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
步伐难以满足时代诉求。有时在文化自大或

文化自卑中作茧自缚，以致一度被先进文化
甩在了身后，甚至因文化危机加剧了社会危
机，社会危机倒逼传统文化的涅槃和新生，民
族苦难呼唤文人志士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转
型，于是传统文化的变革成为时代趋势，物质
家园的救亡和精神家园的守望，一时间成为
社会历史发展的最强音。

于今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
任务更加紧迫。其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培育
共同的理想信念，今天的共同理想信念不是
无源之水，应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
土上的参天大树，根深者其叶必繁茂，共同的
理想信念是我们事业的根基，也是我们前进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
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融会贯通。我们最深
沉的民族精神只能源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
不息、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等民族精神，实际
上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两者的
深度交融与合力共振，才能促成中华民族真
正的崛起和腾飞。其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坚
守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家园，知廉耻、辨是
非、懂荣辱、守孝悌应是我们精神家园的重要
内容，向上的力量和向善的力量是我们精神
家园的标志性特征，只有守望自己的精神家
园，我们才能在优势比较中，讲清楚自己文化
的独特所在，从而在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中
阔步前行，最终将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变成硬
实力。

传统文化现代化

是不可遏抑的时代潮流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可分为
“基础文化”和“与时俱新的文化”，即由“传统
文化”和“时代文化”两部分组成，我们的优秀
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底色，它在不
同历史时期均负载和发挥着文化的基本功
能，不能因为变化了的历史时期，而取消和否
定优秀传统文化的奠基地位。

实践证明，传统文化涵养的民族思维方
式、行为方式和情感趣味，长期沉积的价值系
统内涵和集体意识，无论在任何时期，都是民
族发展与社会演进的血脉和源泉，于今，更是
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一句话，辩证地去

看，脱离了传统文化不会有真正的时代文化，
倘若传统文化不能随社会历史发展变化，即
为时代错误。

中华文化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搁浅和断
层，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具备顽强的自我调
适与修复能力。可以说，善于革故鼎新是中华
文化历经战乱、迁徙和更迭，依旧生生不息的
秘籍所在。

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蜕变同样应充满
信心，历史告诉未来：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精神不能丢失。文化的最好景观是多
元共生、互相呼应、彼此补充、和而不同，
只有多种文化样态和睦相处并竞争性发展，
人民才有文化选择的自由和空间，文化的民
主和个体的文化尊严才有可能落到实处。历
史证明，人民大众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权利，
其实是文化创造和文化繁荣的最大动力，就
此而言，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是顺应民愿、
适应时代发展、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必然要
求。

倘若一种文化独大，一种面孔覆盖其他
面孔，文化的自我束缚和自我拘囿难以避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事实上是除旧
布新、承续转换、求新求变和为我所用的过
程，也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互相借力，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相生相发过程，并非人们担
忧的一方吃掉另一方的“零和博弈”。

我们强调文化的交融共存，不主张平均
主义或机会均等主义，应该有主流和支流之
分。倘若没有主次之别，极端的文化多元就会
造成思想混乱、人心庞杂和社会动荡，国家和
民族的发展就会乱套，社会的进步就会失序
和错位，非理性的认识误区和极端思维，对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百害而无一利。

传统文化现代化

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当下实施的文化强国战略，其实是传统
文化现代化的正本清源和继往开来之举。鉴
于此，我们应该清醒看待并理性包容它们的
共存现状，应该有“道”、“器”之分，应该有

“体”、“用”之别。同时应前瞻性地看到，两者
的共存共融，为的是传统文化老树发新枝，而

非新瓶装旧酒，为的是建立适应现代诉求的
新的传统文化，而非趋新猎奇中的自由滑行。

在我看来，“融现代的传统文化”与“融传
统的现代文化”，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未来，
这样的文化共识是聚拢民族情感的有效途
径，这样的文化转型会促进社会运转的团结
有序，对于夯实国民文化涵养和审美素养基
础意义非凡，同时也成为我们解释改革开放
时代变迁的重要依据，文化作为维系社会的
重要审美意识形态，至此发挥着某些强制手
段无法代替的整合和助推作用。

往深处说，不同民族的文化只有各展其
长、相互欣赏，才有可能互相认可；只有相互
接纳，才有可能相互选择；也只有相互选择为
我所用，才有可能相互影响和习惯成自然。我
们的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应立足于此，不要贸
然谈论我们去如何改变别人，也不必急切让
别人遵从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往往是在历史
进程中历经比较和筛查、沉淀与适应，最后

“择优录取”的结果，而非声嘶力竭兜售或强
制灌输所能为之，文化上的“强卖”或“强买”
只会带来瞬间效应。从历史的纵深看去，不仅
文化在塑造人民，人民也在选择文化，而且，
人民是汰选文化的最终裁判。不变的规律是：
看其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生活的
发展、有利于人民的幸福。认识到这一点，我
们在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就有可能
规避某些不切实际的文化浮躁和冲动，力戒
某些奢靡和矫情的文化情绪蔓延，静水深流
的健康文化就会取代众声喧嚣的文化病象。

由此出发，我们只有孵化中华民族标志
性的文化成果，共同的文化精神和独特的价
值观，才能真正解释当下的变革时代与现代
生活，才能形成民族文化的内聚力、向心力
和影响力。也唯有如此，充满希望和自信的
文化情感将会盛行，某种颓废和迷惘的文化
杂音才会退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才会越走
越远。

总之，无论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盛世，还
是西方文化强国的实践都证明：优秀传统文
化和现代化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发展，两者的
重组整合才是民族文化的真正希望与未来！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影视艺术系主任、
博士、副教授）

正视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完全可以实现双赢发展

□ 本报记者 孙先凯

2015年，由文化部主导的海外“欢乐春
节”活动规模宏大，共开展了9 0 0多个项
目，覆盖119个国家和地区，334座城市，引
起广泛关注，产生了良好反响。

在此次“欢乐春节”活动中，山东省共
派出12批322人次赴8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个城
市参加“欢乐春节”系列演出、展览活动，
所到之处受到我驻外使领馆及当地民众的热
烈欢迎。山东省文化厅对外文化联络处处长
文善常说：“我省选派了富有山东特色的文
艺节目和非遗民俗参加2015海外‘欢乐春
节’活动，向世界展示了山东文化艺术的魅
力，让海外加深了对齐鲁文化丰富内涵的了
解，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山东文化品牌。”

丰富多彩的活动广受欢迎

青衫红袍、凤冠霞帔、蟒袍玉带，锦缎
刺绣的中国戏曲服饰，光影变幻的诗意舞
台……1月30日，山东省文艺工作者首创的
古典戏曲服饰意象艺术展演《大羽华裳》在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办，通过音乐、身段、
舞台效果等多种手段的融合，将澳洲观众带

入了中国古典的美丽意境，引得掌声如潮。
小幅花鸟图、2米多宽的巨型作品《机

织图》等40余件鲁绣作品陈列，自3月3日起
在法国布列塔尼孔子学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
展出。开幕式上，著名鲁绣专家宋爱华现场
演示了绣制过程，精湛的技艺赢得雷恩市副
市长乔瑟琳及法国观众的啧啧赞叹。此次展
览由山东博物馆与法国布列塔尼孔子学院联
合举办，作品都是山东博物馆鲁绣研究中心
绣师们的精心之作。

据文善常介绍，今年是我省历年来参加
“欢乐春节”活动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
次，是山东的文化艺术成果和齐鲁文化的丰
厚底蕴的一次全面展示。派出的节目既有杂
技、舞蹈、民乐等常规节目，又有时尚的现
代街舞；既有剪纸、风筝、年画、糖画、皮
影等观赏性、互动性极强的展示项目，又有
胶东大饽饽、山东拉面、山东大包等可以现
场品尝的项目，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捧。

浓郁文化情更深

2月8日，2015“欢乐春节”——— 春节庙会在
韩国京畿道龙仁市三星爱宝乐园主题公园举
办。演出当天，寒气刺骨，来自山东文化艺术

团的演员们不畏严寒，在临时搭建的露天舞
台上，精神饱满地为韩国民众带来了具有浓
郁山东民俗风情的舞蹈、器乐、武术、杂技等
文艺演出。中国结、木版年画、书法等独具中
国特色的传统艺术展示台前都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展示吸引着众多韩国民众流连忘返。

2月14日，山东文化艺术团参加日本“新
潟春节祭”活动。山东的糖画艺人、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张常勇的展位前，俨然成
了“幼儿园”，好多日本小朋友都围观在那里，
发出“了不起”、“真好看”的惊叹。在短短几个
小时里，张常勇就赠送出了上百个糖画。来自
山东的剪纸艺术大师李文玲一边在掌中纸上
游走着剪刀，一边用简单的日语“您好”、“谢
谢”与围观的日本民众互动。

“新潟春节祭”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冒
雪前来体验中国年味。活动现场，山东的34
位艺术家带来具有山东特色的文艺表演、美
食、书画展示等。展示中国传统民间工艺的
年画、剪纸、糖画等体验点热闹非凡；山东
艺术家表演的民乐、武术、杂技和民间舞蹈
等传统节目，也引来阵阵掌声。

此次“春节祭”活动受到如此欢迎，新
潟市长表示希望“春节祭”以后每年都能举
办。在中日关系的困难时期，春节庙会活动

起到了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巩固日本知华友
华民意基础的积极作用。

据悉，新潟与山东青岛、韩国的清州都
是2015年的“东亚文化之都”，此次山东文
化艺术团赴新潟演出也为即将开展的“东亚
文化之都”活动起到了预热的作用。

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1月27日，由山东省文化厅、山东省台
办主办的“喜洋洋·迎新年——— 山东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在台北101大楼的中华艺术馆开
幕。15位山东非遗传承人向台湾各界推介山
东木版年画、剪纸、风筝、布玩具、木旋玩具、
刻瓷、内画、鲁锦、胶东大饽饽等60多个非遗
项目近2000件作品。齐鲁大地丰厚的文化底
蕴，给台湾民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据介绍，今年山东省参加“欢乐春节”
活动中，赴台团组达6起140余人，带去的专
业演出和非遗展示，使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
感受到浓郁的齐鲁文化，重温两岸共有的文
化传统。对此，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江丙坤
先生说：“希望山东多到台湾举办这种民众
喜闻乐见的活动，增进两岸同胞心连心，共
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我省共派出322人次赴8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个城市参加演出

精彩节目闪耀海外“欢乐春节”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3月5日，青岛市市南区举办民俗风情节，搭建百姓才艺展示舞台，社区文艺队伍表演了民族舞《大长今》、《雪山阿佳》等等精彩节目。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李梦 报道
本报莱阳讯 3月6日，莱阳市举行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豆面灯碗信俗实物展，500余件豆面灯碗作品于正月十
六、十七两天在莱阳市图书馆展出。

据了解，豆面灯碗是莱阳农民一种特有的信俗活动，
起源于清康熙年间。如今，该市照旺庄镇、万第镇、沐浴
店镇等部分乡镇仍保留着这一民俗传统，此次参展的所有
作品，均采用传统工艺，由该市200余位农村老人精心制作
而成，参与制作的老人平均年龄70岁左右，共耗费300多斤
豆面，160多斤花生油。豆面灯碗以豆面为主要原料制作而
成，有“十二月灯、看场佬灯、属相灯”等十几个品种，正月十
五晚上，人们通过做灯、送灯的形式，托物寄情，寓意丰收喜
庆，祈福美好生活的愿望。2013年，莱阳豆面灯碗信俗被列
入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目前，莱阳豆面灯碗信俗虽然在民间流传，但是随着
时代的变迁，范围正在逐渐缩小，若不及时保护传承，就
会有消亡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抢救、挖掘、保护灯碗信
俗，莱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围绕灯碗信俗的表现形
式、活动空间和传承等几个方面，制订了专项保护计划。
在保护好老艺人的基础上，发挥她们“传帮带”的作用，
积极培养年轻一代的人才；收集、保存灯碗和相关制品，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种民间习俗；利用数字化手段真
实、全面、系统地记录灯碗信俗活动的内容，建立灯碗信
俗档案数据库，真正保护好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传统
习俗融入现代生活。

莱阳举行

豆面灯碗信俗实物展

□记 者 王红军
实习生 于琳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8日晚，为庆祝“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省京剧院举办文化惠民公
益演出活动，在梨园大戏院为广大女性朋友
献上传统经典京剧《遇皇后·打龙袍》。

《遇皇后·打龙袍》讲述的是北宋仁
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遇
盲丐妇告状，历数当年宫闱秘事。此妇即
是当朝天子之母，并有黄绫诗帕为证。回
京后的包拯，借元宵观灯之际指出皇帝不
孝。仁宗一怒，要斩包拯。经老太监陈琳
说破当年狸猫换太子之事，才赦免包拯，
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仁宗，命包拯代
打皇帝。包拯脱下仁宗龙袍，用打龙袍象
征打皇帝。

剧中李后由省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吴
雪靖饰演，她曾先后师从著名京剧表演艺
术家郭跃进、李鸣岩，嗓音宽厚高昂，表
演沉稳端庄，曾荣获CCTV第七届全国青
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金奖、全国京剧优秀
青年演员折子戏展演一等奖等多项大奖。
包拯由省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杜鑫饰演，
赵祯、陈琳分别由省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
张基磊、孙卫安饰演。

省京剧院妇女节

举办惠民公益演出

为女性朋友献上经典剧目

3月6日，500余件灯碗作品在莱阳市图书馆展出。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3月9日，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小学，区关工委组织的

“五老”志愿者进校园教授孩子们抖空竹技艺。抖空竹进
校园是张店区继京剧、吕剧、课本剧进校园之后的又一个
品牌文化项目。

□ 孙继广 邢娜

威武的巨龙舞起来，优美的秧歌扭起来，划旱船、踩
高跷……各种扮玩活动趣味盎然、丰富多彩，表演者随着
响亮的锣鼓声，有节奏地挥动着双臂，迈着激扬的舞步，
面上带着幸福的笑容。这是笔者日前在章丘市垛庄镇看到
的镜头。该镇各村开展的文艺活动热闹非凡，民间艺人的
精彩表演点燃了农村民俗文化的多彩篇章。据该镇有关负
责人介绍：“我镇把群众文化活动作为精神文明工作的突
破口，解决群众所需所盼，加大文化建设投入，至今已建
设文化大院20多处，为农村群众搭建起开展文化活动的平
台，营造了欢乐和谐、团结向上的文化氛围。”

从春节到元宵节期间，该镇十八盘、东峪、团员沟、
温桑、南明等20多个村的村民自发组织起舞龙队、秧歌
队、曲艺队，各村文艺队伍巡回演出互相拜年，点燃了节
日的喜庆氛围。在十八盘村，回家过年的务工人员和大学
生看到村容村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按捺不住内心的
喜悦，积极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来表达喜悦的心情。
一场场传统扮玩活动展现了新时代农民积极向上，不断创
造、追求新生活的时代风采，绘就了农村民俗文化的多彩
篇章。

该镇实施海山广场一体化工程，建成5000平方米的文
化活动广场，并安装了广场灯，配备了健身器材。镇驻地
南垛庄村的群众每天聚集在此跳广场舞，并带动了周边北
垛庄、南明、官营等几个村广场舞活动的开展。该镇“红
歌演唱队”也常来为群众表演，吹拉弹唱不亦乐乎。温桑
剧团等特色庄户剧团上演笛梆戏《文王聘贤》等传统剧
目，给群众生活带来别样的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成为该镇一道亮丽的风景。“文化小广场，群众大舞
台”，群众自娱自乐、自编自演的文化活动遍地开花。

在圣水泉村的文化大院，听到的是悠扬的二胡和喜庆
的唢呐，群众的一段优美唱腔，一个精彩亮相，顿时满堂
喝彩。该村人人都是演员，人人都是观众，轮番上场表
演，业余文化活动给村民带来了欢笑。据介绍，该镇为积
极拓展群众文化生活新载体，在各村建设文化大院，分别
配备管理室、多功能活动室、图书室和信息资源室，并配
备了图书、器乐、体育器材、电脑、电视，极大地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生活。该村李大哥高兴地说：“在这里，我们
既能开展各种文体活动，还能获取许多致富信息和文化知
识，真是太方便了！”

章丘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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