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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优秀儒家思想文化成为社会发展价值引领力和精神推动力

曲阜：道德力量助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吕光社

梅花

于惠惠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
化现代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更多的传
承载体、传播渠道和传习人群，随着《国家
“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的印
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曲阜是孔子诞生地，儒家思想文化肇始于
此。2000 多年前，孔子杏坛开课授徒，儒家思
想文化得以流传、教化世人；而今日，曲阜站
立在2000多年文化河床之上，扎根于890平方公
里的文化沃土中，汲取绵延不绝的文化给养，
在优秀儒家思想文化传承创新中，探索出一条
优秀儒家文化同当地经济社会融合创新发展的
特色之路。

推广百姓儒学

大成殿前“杏坛讲堂”

“百姓儒学节”让群众参与祭孔

让优秀传统文化走入寻常百姓心中
曲阜市息陬镇小峪村村民王西社，作为镇
街 祭 孔 队 伍 中 的 一 员 ， 已 经 参 加 过3 次 百 姓 祭
孔活动。从2014 年开始，每年10 月26 日至11 月
26 日为期一个月的时间内，会有数以万计的曲
阜市民走入孔庙，参加祭孔活动。这项缅怀至
圣先师孔子的祭祀仪式，现已经对曲阜市民开
放。
让普通百姓零距离参与祭孔活动，目的就
在于让更多的曲阜人近距离感受孔子思想，让
优秀儒家思想文化融入百姓生活中，这也是曲
阜百姓儒学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始于
2014年的工程，在当地405个行政村设立孔子学
堂，通过“一村一座儒学书屋、一村一台儒学
新剧、一家一箴儒学家训”等活动，促成了
“村村讲儒学，户户颂和风”的新景象。
在曲阜防山镇钱家村，村民史广冰盛好了
汤，儿子端起一碗就放到家里老人面前，脆生
生地说了句：“奶奶喝汤，我再去给爷爷
端！”“原来在外面打工，为了多挣钱很少回
家，连父母病了也很少照顾。”史广冰说，
“过年回家时，听村里的儒学老师讲‘父母
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讲要供老人吃喝、
更要陪伴老人。”于是史广冰不再外出，而是
在镇上找了份工作，以方便陪在老人身边。在
家里发生变化的不只他自己，孩子也变得更加
听话、孝敬长辈。
随着百姓儒学工程的推进，“吵架的少
了、争着孝敬老人做好事的多了，鸡毛蒜皮的
小事少了、村里有事出义务工的多了！”学礼
修身成为居民的日常必修课，儒家优秀思想文
化在村居社区繁荣发展起来。
在“乐和家园”进驻当地鲁城街道周公庙
社区之后，提出了礼、乐、耕、读、居、养
“新六艺”。这“新六艺”既传承了传统“六
艺”主要的文化内涵，又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
相联，目的就在于坚守乡村文化阵地，引导居
民树立自立、互助、公益的道德观念，构建起
“邻里守望是一家”的村居关系。
在谷雨节气活动中，社区居民吃节气餐，
乐和家园的社工带领居民们唱节气歌、诵《礼
运大同篇》，通过多种表演形式把道德教化和
文艺娱乐相融合，让居民看节目、懂道理。除
此之外，组织开展开笔礼、生日礼，制定自己
家的家规家训，在端午时节包粽子，立夏节气
祭祀天地，祈求丰收，并举行给小孩称重、斗
蛋等民俗活动。这些民俗，原本在多数人的生
活中已经消失，只停留在老人的回忆中，如今
在村民的欢声笑语中又回归了。
“把这些存在于故事里的传统礼仪，活生
生地摆在孩子们面前，他们参与了才能更好地
传承下去。”周公庙社区党支部书记吴建营对
此深有感触。“乐和”理念已经在全市得到推
广，目前当地在10 个“乐和家园”示范村共成
立13个互助会，推选乐和代表200余人，协助村
委解决公共事务120余件。
在曲阜，优秀儒家思想文化不仅实现了在
群众生活中的再复兴，还被创造性运用到村居
管理中。“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不仅被
印在了当地传统文化展示牌上，还在实际的基
层社会治理中实现了具体化运用，即已经遍布
405个行政村的“和为贵”调解室。
在曲阜书院街道宫家村，村党支部书记宫
建说起去年调解的一次纠纷，村民老郭因口角
一拳把邻村60 岁的老鞋匠打翻在地，老鞋匠的
家属准备报警、起诉老郭。宫建拉着当事双方
先到调解室谈一谈，调解不成再走法律程序。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老郭赔了不是，还补偿对
方误工费、医药费、营养费等6000 元，获得了
对方家属的谅解。
乡村作为传统文化最后的保留地，流失
少、更容易唤醒，以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解

更有对不诚信个人、企业及不文明行为的曝
光，定期发布的“红黑榜”，实现了为道德模
范点赞，将失信失德者拉黑的良好效果，让每
一个市民都成为文明城市创建的参与者和践行
者。
在曲阜市委宣传部部长艾国看来，创建文
明城市工作中所提出的诚信、敬业、文明等内
容，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优秀儒家思想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体
现。“人人彬彬有礼、处处干干净净，是建设
‘首善之区’的基础性工程。”艾国说。
以文明交通、文明旅游、诚信建设、文明
习惯养成等为主要内容，曲阜广泛开展了优秀
传统文化“六进”活动，提升群众文明素养。
常年开展文明创建和行业规范知识培训，助推
行业文明提升。以志愿服务行动为载体，开展
群众性志愿服务活动，形成志愿服务常态化、
规范化的工作机制，成立“领导干部学雷锋志
愿服务队”，领导干部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目
前，曲阜志愿者协会已拥有5000多名会员，3000
余次志愿服务、470余名受助儿童、6000多人参
加的无偿献血活动，让小城曲阜处处充满了爱
心暖意。
“文明城市创建不是面子工程、政绩工
程，它真切关系到每一位曲阜老百姓是否有更
多的获得感，”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说，“群
众都是受益者，但同时也是参与者，只有合力
共建才能实现共享，当大家都变成讲文明、守
规矩的人，曲阜才会更加美好，群众也会过上
更美好舒心的生活。”

实施文化项目引领
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参加开笔礼的小学生书写“人”字

乐和家园开展礼乐学堂活动

以孔子像为代表的文创产品在文博会上备受关注

“和为贵”调解室里探索儒学治乡新模式

孔子博物馆效果图

尼山圣境项目孔子像

决问题精髓的“和为贵”调解室，正是看到了
这一点。以“德法相济”为依托，将“和”作
为乡村治理的新途径，截至目前，曲阜已累计
调解各类纠纷案件3000 余件，调处成功率达到
98 . 1%，2016年全市村级信访量同比下降20%。

共享文明城市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基因”
曲阜是一座旅游城市，经济的发展与良好
的旅游环境密不可分。刚刚过去的五一节假
期，三孔景区共接待中外游客13 . 3 万人次。三
天内未出现一起旅游投诉，这正得益于道德建
设取得的成果。
陈琴琴已经在景区工作10 多年，但仍被要
求参加了4月份举行的“三孔”景区导游准入考
试。不仅如此，在关于导游的管理制度中，还

包括了一份新“档案”，即《曲阜市导游员诚
信档案》，里面详细记载着导游从业过程中所
接受的各种培训、奖励、处罚、游客投诉、表
扬等信息。随着曲阜诚信体系建设平台的启
用，关于导游诚信的考核被作为旅游指标，与
文明指标、师德指标一起，构成了曲阜诚信建
设的三大特色体系。
2016年4月，曲阜出台规范性文件，为诚信
体系建设奠定了信用评价主体和方法，社会诚
信体系实现全市市民全覆盖。这也标志着全市
16周岁以上近54万个自然人、5 . 5万个企业单位
法人和634个机关事业单位法人，都拥有了“诚
信身份证”。
据介绍，与普通指标体系不同，教师、旅
游从业者等特色体系更涉及专业领域的评判标
准，如教师违规代课、导游强制购物等行为均
被明确为扣分因素；而在“文明”体系中，结

合文明城市创建，更注重细节的考量，“乱扔
乱倒、乱图乱画”等十大不文明行为被列入负
面信息并作为减分因素。同时，根据个人基础
数据进行评分之后划分出的不同信用等级，决
定了自然人和社会法人受到的不同的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内容。
通过诚信体系建设，建立“一处失信、处
处受戒”的信用惩戒格局，也是当地创建文明
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东方圣城·首善
之区”建设过程中，曲阜明确把“每个人”的
文明素质、道德素养提升作为重要任务，全力
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近期，凡有不遵守交通信号灯、逆向行驶
等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一律在当地主要新闻
媒体，进行曝光，彻底整治不文明交通行
为……在曲阜，不仅有“曲阜好人”“爱德模
范”“孝德模范”等道德典型的常态化评选，

沿着大沂河堤岸，一条宽阔笔直的滨河大
道从曲阜城区直通孔子诞生地尼山；孔子大道
上，孔子博物馆、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等一批重
点文化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行走在曲阜，既有
以“三孔”为代表的大气磅礴的古建筑群，又
有集文化体验、修学启智、教育培训为一体的
新文化项目，更有儒风雅韵的特色小镇点缀于
中，为小城增添了几多灵气。
依托丰厚的文化旅游资源，曲阜以“文
化”为魂，多年来深耕优秀儒家思想文化传承
发展，不仅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时代价值、促
进了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更构建起以优秀儒
家思想文化为依托的旅游发展新格局。
在城市规划中，曲阜以“文化”为统领，
改造提升老城，加快发展新城，以明故城、
“三孔”景区为中心，联合尼山圣境、孔子学
院总部体验基地、儒源儒家文化体验基地等，
大力发展儒家文化的学研、体验、修贤等复合
型旅游；依托九仙山、石门山50 平方公里的区
域，以“慢”为本，以“儒”为魂，以田园风
光为背景，以百姓儒学为核心，构建起慢生
态、慢生活、慢旅游、慢交通四大系统，文化
国际慢城发展片区已初具雏形。
“文化是曲阜发展的灵魂，我们的旅游规
划都是围绕孔子文化来展开，通过文化串起曲
阜的旅游业，最终希望形成有儒客朝圣体验修
学的尼山圣境、拜圣体验修学的明故城(三孔)景
区、览圣体验修学的文化国际慢城旅游区的全
域旅游新格局。”曲阜市旅游局局长翟绪军
说。
抢抓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建
设机遇，曲阜近年来做好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保
护挖掘、传播普及、教育培训、融合发展四篇
文章，全力将曲阜建设成为儒家文化传承发展
示范区、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创新区、中华传
统美德建设模范区。
实施重大文化项目引领工程，启动建设了
18 平方公里的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核心
区，加快推进尼山圣境、鲁国故城考古遗址公
园、明故城保护复兴、孔子博物馆、蓼河20 里
现代版清明上河园、三孔彩绘等重大文化项目
建设。创新“文化+”理念，突出教育培训、文
化旅游、休闲体验、动漫创意、会展演艺、艺
术品交易六大重点特色产业，现有孔子文化学
院等37 家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机构，开发具有孔
子文化特色的各种文化产品达300余种。
在老曲阜人的想法里，从没有想过文化
能跟曲阜的经济发展产生联系；而今，从优
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的道德力量，已经创造出
道 德 “G D P ” ， 成 为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一
剂良方。2016 年曲阜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增加值
31 亿元，曲阜先后获评国家卫生城市、全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国家生态市等称号，群
众满意度工作连续多年位列济宁市第一名，
呈现出社会安定有序、文明和谐、充满活
力，百姓明理崇礼、诚信守法、勤劳敬业的
良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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