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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琳 张依盟

参加在曲阜举办的尼山论坛，
更像是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的
“主场”。

“前不久有人问我，到尼山来
过多少次？我在曲阜学习工作了37
年，如果算每年来三次，大概有一
百多次，但有时候一个月就来三
次。这是我比很多儒学研究者幸运
的地方。”他幽默地说。

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
杨朝明在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记
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当年孔子有三千弟子，
追随者众多。如今外国人也很崇拜
孔子，现在研究儒学的人越来越
多，学者们都力图从儒学中寻求解
决对抗与冲突的答案。能分析一下
原因吗？

杨朝明：的确是这样。上世纪
80年代，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
“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
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
智慧。”我们理应对中华文化的历
史传统、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有更
深入的认识，“文化自信”正是源
于充分的“文化自知”。

中国的先民们认知世界，以天
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
上下。在中华文化的早期典籍中，
“天下”“万方”“四海”之辞层
出不穷，这源于中华文明的天下
观、世界观、整体观、系统论，在
与世界互动中，他们深刻理解“天
道成而必变”“道弥益而身弥损”
之类的道理，讲究注焉不满，酌焉
不竭，当位而行，允执厥中。

看清中华文明的绵延之路，探
悉中华文明的深远辽阔，就会看
清：中华“先哲”“先王”站在人
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
“道心”的关系，为人类谋福祉，
系统而完备。如果更多走近中国早
期文明，看到它的高度和深度，就
可以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
梦，不仅是嘹亮的呼唤，更是洋溢
的动力。

记者：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并从中华文化的智慧中汲
取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智慧，贡献
“中国方案”，很多国内外学者也
纷纷探讨回应。您认为这种文化自
信从何而来？

杨朝明：回顾传统聚焦当下，
在儒家看来是天然之举，因为儒学
本身就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而且
在我看来，孔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自信的大家，他的思想、生平，都
体现了这一点。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最重
视对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凝练提升，
故而更具有生命力。孔子以后历代
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都在孔子思
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弘扬，所
以，孔子才被尊为“万世师表”，
他创立的儒学才影响更加久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孔子的自信，源自他对礼乐本质的把握，源自他对人性和人
的价值的思考。有弟子问“十世”以后的治世之道是否可知，孔
子说别说“十世”，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孔子认为，社会
治理的根本，无非就是人心的端正，就是在人们心中筑起道德的
堤防。夏、商、周三代，礼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损益”，
但礼的根本精神永远不会变。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
他治理中都仅一年时间，便成为各地学习的样板。鲁国国君问孔
子：用你的办法治理鲁国，怎么样？孔子说：“虽天下可乎，何
但鲁国而已哉！”孔子相信自己的为政方略有广泛的适用性。

由“中都”而“鲁国”而“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由
“三代”而“十世”而“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这显示了孔
子思想的“时空维度”。他的高度与宏阔可见一斑。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说过，“文化自信”源于充分的文化自
知。那么您认为目前我们的儒学研究阐发、传统文化的普及实践
工作，能做到“自知”吗？

杨朝明：我举两个小例子。孔子说过“君子不弃”。有一次
我参加一个讨论君子文化的学术研讨会，有人发言说：孔子排斥
器物之学，中国近代科技落后挨打，是因为孔子的学说。前段时
间，我参加一个职教教材编写，有人提到：孔子学说和职业教育
格格不入，因为孔子说“君子不器”。

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在儒学的研究、普及这两方面，都
有人存在误读。如果“君子不器”是轻视器物之学的意思，那孔
子说过“君子藏器於身”怎么理解？“器”的意思，就相当于我
们的手机，当善用它，就能帮助我们，如果不善加利用，再好的
东西也枉然。

孔子儒家关注根本，将个人的修养放于中心点，反求诸己，
从而聚焦于发展，聚焦于成长。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反此甚至不
能事父兄。这样的思维并不东张西望，没有左顾右盼，而有深邃
的动力和发展的持续性。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众星拱之。”面对
纷纷扰扰的多元追求，有德之民族，有德之国度，有德之文明，
像北辰灿然居中，这应该正是中国在世界中的文化坐标。我们要
认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索中华文化的竞争力，思考中华文明与
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忙于为“优秀的传统”制作
“得体的时装”时，还要更多地在认真理解“优秀的传统”上下
功夫。

许多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感到迷茫、在西方文明面前感到卑
微，缺少的是对自身文明符合历史真实的认知。理解到这一点，
才能达至真正的文化自信；惟其如此，才可以与全人类共享中华
文化的伟大智慧。

中华民族具有

“和为美”的文化基因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

任、尼山论坛理事会副主席 叶小文

西方发达国家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崛
起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把生产力解放出来；接踵而来就是
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但文明的发展也让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
系都紧张起来。中国讲究“天人合一”“中
庸之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
为美”，这种思维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

我们应当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
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中
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中国
人拥有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就是“和为
美”。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走出的一
条新路。这五年来，我们和一百多个国家
签了协议，对外贸易额超过5万亿美元。
英国历史学家说，世界旋转的中心正在
转移，朝向丝绸之路。

对人类文明的不同解读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辛旗

由于山脉、海洋、沙漠、草原的隔绝，
使不同的文明相对独立地发展，产生了
不同的认知。但是，随着早期丝绸之路的
产生以及后来因为战争、民族迁徙、商业
贸易往来大航海和人类之间各种各样的
交往行为，使人们对不同文明有了不同
的看法。

今天，已经进入了“地球村”和信息
文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具备了在

共同的时间段之内观察不同文明的条
件，开展对人类文明的不同解读。尼山论
坛是一个以开展世界不同文明对话为主
题，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
交流、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
学术性、国际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国际
思想文化对话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世界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推动建设和
谐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力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孔子的思想

超越时代超越国界
意大利米兰国立大学教授 戴维·福特

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的历史时期，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促进文明相融相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丰富的思想和
文化支撑。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一场很完美的
盛会，它响应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倡议，
以促进世界文明对话交流、合作互鉴、融
合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
个向世界介绍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
方案的传播平台。

曲阜是孔子的诞生地、儒家文化发
源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及
儒家思想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人类
的文明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其精
华至今仍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建立“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
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李灵

无论是文化形态、文明形态或者是

宗教形态，一种文明的传播力量不能仅
靠几个学者，重要的是靠信奉这种文明
的那群人，通过实际的生活方式表现出
来，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有穿透力的文
明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后，
我们在海外备受鼓舞。文明交流和对话
永远不是目的，都是手段，我们就是要通
过不断的对话和交流，在不同的文明当
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找到不同文明的一
个基点、共同点。在这个共同点上形成
共同认知的价值观，这个就是共同体的
基础，并在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基础上形
成交往的方式和行为的规范、运作的规
则。

文明的相融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印度尼西亚和谐文化基金会会长

黄愿字

真知灼见不只是理论上的认知，也
需要心性的修养，才能达到格物致知，才
能真行。不要误会和谐是软弱、妥协。和
谐是健康、团结。人类的危机起源于对良
心的轻视，缺乏真知，只顾自己的利
益，不顾整体的利益。整体的利益就
是：人类命运是共同的。个体的利益和
整体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因为人的功
利自私，所以低估了良心的价值、良心
的重要，造成整个人类命运共同的危
机。

知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上方法上的
知，而真知是心性的知，如果心性真知被
蒙蔽，或者只停留在理论上、方法上，不
能实行，便不能长久坚持。大道之行，需
要大爱之心，大道就是大爱，是大智
慧，不是善恶不分，要明白良心的重

要、良心的力量，全人类的命运是息息
相关的，是共同的，称为“天下大
同”。

用建设性的方法

实现文明沟通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董奇

在不同文明的视野中探讨“人类命
运共同体”，既涉及到不同文明之间的互
鉴，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学习，也涉及到不
同文明自己怎样更好地评价自己、看待
自己。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
是经济合作的倡议，更是各个国家不同
文明在文化方面、文明之间合作的倡议。
论坛中，我特别高兴地看到国外越来越
多的专家学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
深入地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尤其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
和文明的互鉴。

对于不同文明的视野，各个文明要
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也要进行更多
的自我反思。要通过研究推动文明之间
的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推动世界文化的
发展。学者们要坐下来就同一个问题，
进行深入的、多角度的思考，乃至争
论，以达到深入理解。包容不意味着不
争论，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各种形式的
交流，达到更深层次的相互尊重，将会
更加促进多元文明、多元文化的进一步
繁荣。

（□记者 张依盟 赵琳）

文明对话 共建未来
——— 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嘉宾观点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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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琳 张依盟

承载着众多期望的第五届尼山世界
文明论坛，经过两天的探讨交流，于9月27
日下午在曲阜尼山圆满结束各项议程。

来自各大洲不同肤色、语言、信仰、
教育背景、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齐聚
一堂，扛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围绕“同命同运 相融相通：文明的相融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深入对话交
流，共同探讨人类文明走向。

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和山东
省政府共同主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理
事会和济宁市政府承办。跟往届相比，本
届论坛规格更高，嘉宾层次更高、地域范
围更广，成果更加丰硕。

受尼山论坛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委
托，尼山论坛理事会副主席、山东大学校
长樊丽明在闭幕式上对第五届尼山论坛
作了学术总结。

尼山论坛“高台起飞”，

对话体现人文关怀
相比往年，第五届尼山论坛是“高台

起飞”。据樊丽明介绍，本届论坛由原来
的民间性到现在更加注重政府主导性，
并与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相衔
接，在机制化上有了深入推进，大大提升
了论坛的整体影响力和知名度。

在参会学者的数量、层次、广度上，
也实现了飞跃。参会学者共计263人，来自
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27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海外学者和嘉宾共计91人。既
包括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研究院院士小

约翰·柯布、阿尔巴尼亚国家科学院院士
沙班·西纳尼、哈佛大学教授罗斯·特里
尔、清华大学国学院陈来先生等著名学
者，也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智利
圣托马斯大学校长哈伊米·瓦特等学术
机构领导。

两天时间里，论坛共举办各类学术
演讲和对话27场。分别以“人类文明的新
时代”“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儒家文化
与人类命运”为主题举办了3场高端对
话；以“文明的融合与人类命运”“不同文
明视野与人类共同命运”“人类文明的不
同解读”“思想交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主题举办了4场主题演讲；以“跨文化
哲学对话”“世界大变局与当代人类文明
走向”“文明的相通与融合”等为主题，举
办了9场分组对话。还举办了“‘一带一
路’与世界发展”专题论坛以及针对青年
学者的4场专题论坛。

来自国内外的80多位女性论坛的代
表，围绕“女性赋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主题，举行了两场主题演讲；以“减
贫与改善女性命运”“性别文化与教育”

“消除性别歧视与暴力”为议题，举办了3
场专题研讨。

“本届论坛所探讨的问题和嘉宾的
演讲，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这样的探讨
和交流，有助于更好地促进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建构。”樊丽明说。

面向未来放眼世界，

聚焦当下尊重传统
思想性是衡量一届学术论坛的关键

指标。樊丽明介绍，论坛共收到学术论文
130余篇，加上致辞、高端对话、主题演讲

等，共有210余位学者及各界人士发表了
自己的观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面向未来，从文明的视域出
发，深入探讨如何构建、构建怎样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

第二，放眼世界，着力寻求不同文明
之间的共性，来实现文明间的沟通与融
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础。

第三，聚焦当下，深入剖析传统文化
在当代的价值和作用，以更加理性的眼
光来看待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第四，尊重传统，注意梳理中华文化
的特质及优势，从中华文化的智慧中汲
取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智慧，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献计献策。

第五，回顾历史，中华传统文化慧命
相续，薪火相传，不断地回应着不同时代
的问题，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成为关注焦点。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
悖”。与会学者指出，当今时代，人类面对
的问题更深刻、更广泛、更复杂。无论是
政治冲突，还是自然资源耗竭，亦或是生
态危机，都呈现出形势更严峻、内容更复
杂的趋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开
展文明的对话和交流。与会学者表示，文
化是有差异的，文化的不同，恰恰促进了
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人类要
力求如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致力于
文明的相融相通，有效推动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

与会学者认为，文化传统代表了民
族文化的精神追求，也是民族的生命血
脉，是民族的根和魂。回应时代需要，对
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儒学的光大，离不开现实的问题。只
有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才能促进儒学
的发展。

尼山十年论道，

文明对话没有终点
樊丽明说，当下的人类处境，霸权主

义、恐怖主义、生态危机等等“浊雾”笼罩
全球，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需要进行文
明对话，为扫清“浊雾”贡献智慧，努力让
我们生存的家园“依旧青天此月明”。

“这几天，我很高兴地看到不同国
家、不同肤色的朋友坐在一起充满激情
地演讲、全神贯注地聆听。尼山论坛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当面探讨的机会，使书本
上的异域文明通过在座诸位的文章与言
行，活生生地呈献在其他文明中的朋友
面前。这个难得的机会激励着我们努力
将论坛办成世界著名的、永久性的思想
文化交流论坛。”樊丽明说。

文明需要交流对话，以实现沟通与
交融；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不
同族群之间为了短期利益的相互博弈。
正如论坛主题所言，“同命同运 相融相
通：文明的相融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是本届论坛留给所有人的最大启示。

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先生，曾经
问过年轻的梁漱溟一句话：“这个世界会
好吗？”梁漱溟先生的回答是：“我相信世
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樊丽明在闭幕
式上分享了这个小故事。她说，“闭幕不
是结束，我愿将梁济先生的问题转送给
各位，请诸位带着这个问题回到各自的
国度，并十分期待大家带着这个问题的
答案，来到下一届尼山论坛。”

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263名专家尼山论道，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五届尼山论坛达成多项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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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③：嘉宾参与论坛探讨交流
图②：与会嘉宾在场馆外合影留念
图④：一名外国学者在尼山圣境大学堂

体验“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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