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作为儒家文化发

祥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赋予济宁的神圣使命和担当。

济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期间视察济宁的嘱托，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文化使命，积极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如今，儒学研究阐发登峰又落地，儒学传播交流日益广泛；

“乡村儒学”、“和为贵”调解室、“孔子学堂”花开遍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崭露头角，基层

治理有了新途径；“善行义举四德榜”书写平民表率新篇章，身边的典型照亮了身边人；文明城市

创建如火如荼，市民素质节节攀升……道德高地、首善之区成为济宁最响亮的名片。

坚坚 定定 文文 化化 自自 信信 担担 当当 文文 化化 使使 命命

济济宁宁：：道道德德高高地地首首善善之之区区成成为为响响亮亮的的名名片片

今年4月，马蜂窝发布的《中国省域自由行
大数据系列报告之山东省》显示，在山东省目的
地中，济宁市的热度涨幅位居第一，高达206%。
背后的原因绕不开“文化”二字。近年来，“国
学热”持续升温，大批游客前往曲阜进行体验式
的研学之旅。

今年的暑假刚刚启幕，济宁暑期游就迎来了
火爆开场。“暑期旅游开启的标志就是学生团数
量的上升。”“三孔”景区营销管理部工作人员
张亚文告诉笔者，进入7月以来，景区每天接待
学生团10余个，且呈逐渐递增的态势。而在尼山
圣境景区，《金声玉振》演出出现一票难求的场
景。“每天两场演出，容纳800人的观众席场场爆
满，演出票连续售罄，有很多游客没能看上演
出。”曲阜尼山文化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景区
分公司总经理鞠鹏介绍。

不仅是景区，负责地接的旅行团队也感受到
暑期旅游的火爆。曲阜儒家研学旅行基地主办的
“儒家小学士2019夏令营”活动，设置了民俗、
科技、非遗、六艺、国学、考古六大主题，60余
项体验课程，不仅能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感受中
华传统优秀文化，还能玩遍济宁，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中小学生报名。“从4月份便开始接受预
订，目前已经有1万多人次报名，而且提前一个
月就订满了。”曲阜儒家研学旅行基地负责人李
遵廷告诉笔者。

传统文化让旅游大放异彩，而文旅产业的蓬
勃发展，则是优秀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永续传
承的内在动力。

为了让济宁研学游更具生命力，各大旅游景
区不断推陈出新。7月12日，“相约尼山，乐享夏
夜”——— 2019尼山圣境夜游文化季启动仪式盛大开
幕，此番为尼山圣境首次开放夜游。露天水幕
秀、华美灯光秀、大型礼乐盛典等活动，堪称传
统文化内涵与现代科技手段融合的完美典范。尼
山圣境在探索“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活下来”这
一重大课题中，迈出了探索的一步。

尼山圣境夜游活动仅推出一天，客流量便实
现井喷。此外，景区的夜游文化季还陆续推出露
天互动活动，推出捶丸、木射、弹棋、蹴鞠、投
壶等穿越时光的文化传承类体育项目，让更多的
游客体悟传统艺术之美。

传承在于不断地开拓创新，面对研学游市场
巨大的机遇和潜力，济宁市抢抓曲阜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示范区进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
和省“十三五”规划等时机，全力推进重点文化
项目建设。投资8亿元的孔子博物馆开门迎客，
孟子研究院一体化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投资3 . 5亿
元的“三孔”古建筑彩绘保护维修工程如火如
荼。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以“双招双引”助推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牵头联合核心区范围内的曲阜
市、邹城市、泗水县共同搭平台、创环境、优服
务，加快建设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儒学文化产
业集聚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与网易山东运营
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曲阜市和保翼文化浙江
寻宝文化产业 (集团 )有限公司签约了“一带一
路”文化产业项目，泗水县和青岛朴宿文旅集团
签约了等闲谷艺术小镇项目，邹城市钢山街道和
浙江基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了邹城华夏国学
小镇项目。

文化产业大项目接踵落地，让人们感受到文化
大市跳动的脉搏，而被精心呵护的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则让置身其中的市民深深感受到文化幸福。

4月30日，位于济宁市文化中心的群艺馆、
图书馆正式开馆运行，建成的美术馆也揭开神
秘面纱。济宁市文化中心是山东省、济宁市重
点建设项目，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惠民工
程。包括群众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
馆以及与之配套的商业综合体和高地公园。文
化场馆部分总建筑面积约13 . 7万平方米，整体
建筑风格端庄大方，既体现了济宁深厚的文化
底蕴，又展现了明快的现代气息，建筑与景观
相互映衬，强调文化建筑之间的功能互补、文
化建筑与正在建设中的商业综合体之间的功能
互动，于行云流水间，造就了气势恢宏的“城
市客厅”“城市名片”。此外，市文化中心集
收藏、研究、培训、创作、娱乐、购物等功能
于一体，把多方面文化资源整合到一起，既方
便实用，又满足市民多方面多层次的消费需
求。项目建成开放后，对于丰富市民文化生
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首善之区、争创
全国文明城市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流的硬件设施，不仅改变当地文化生态，
还提升了群众文化品质，济宁有声有色地唱好了

“文化惠民”这台大戏。为提升群众文化生活满
意度、赢得群众口碑，济宁市连续6年实施“千
场大戏进农村”，累计演出5万余场，观众达800
余万人次，实现了全市行政村一村一年一场戏。
在全省率先制订出台了《济宁市戏曲进校园实施
方案》，市财政每年列支100万元用于市直院团进
校园，2018年全市共完成进校园演出4 7 2场，
2019年将扩大覆盖面完成900场。市直剧场济宁
剧院管理公司连续3年推出“薪火传承名家名段
月末戏曲演唱会”和“乐响济宁共圆梦想”月
末音乐会两个品牌活动，共开展剧场惠民演出
100余场。精心开展山东梆子《孟母》巡演30场，
观众人数近3万，有力提升了济宁市文艺精品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精心创作了综合性政德
文化专题节目《儒风雅韵》、大型杂技剧《孔
子》、儿童剧《梦回三迁路》等一批重点剧目，
还成功打造了一批彰显济宁特色、凸显山东水
准、展示中国气派的文艺精品。其中，《圣水河
的月亮》荣获文华奖“优秀剧目奖”以及编剧、
优秀表演奖两项单项奖；《孔子试徒》《山东梆
子腔》等4件作品荣获群星奖，还有12台大戏连续
12届荣获省文艺精品工程奖；杂技节目荣获意大
利、俄罗斯杂技艺术节比赛金奖。在去年第十一
届山东文化艺术节上，济宁市在各类比赛中全面
丰收，获奖数量位居全省前列。

优异成绩的取得与济宁市持续加大艺术创作
生产资金的投入密不可分。据了解，该市2018年
共投入创作资金1004 . 5万元，同比增长14 . 6%，其
中，市级投入458万元，县级投入546 . 5万元。同
时，2016至2019年共有21个项目获国家艺术基金
立项资助，资助资金890万元，受资助项目数量和
额度均居全省各市前列，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有力
的资金支持。

道行致远，不忘初心，济宁将牢牢把握“四
个讲清楚”，深刻挖掘阐发儒家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内涵，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植根
于中华文化沃土，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
大力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大力倡树传统美德
和时代新风，大力传播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建
成国家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实现文化
大市向文化强市铿锵进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
归……”6月20日下午，曲阜市尼山镇东官庄小学广场上响起
了琅琅诵读声，53对母子（女）用一个个捶肩、抚头的表演动
作把《游子吟》的内涵鲜活地呈现了出来。这一活动，每周四
都会在校园准时开展。

东官庄小学地处尼山腹地，因位置偏远，学校只有53名学
生。“大山不仅挡住了山里人的视野，也封闭了孩子的内心。
多数家长也因长期在外务工，没人把教育当回事。”回忆起
2014年初到学校的情形，东官庄小学校长许良十分感慨。直到
“母子传承国学”活动进了校园，情况才发生了改变。

在曲阜，“母子传承国学”主题活动，以培养家长和孩子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兴趣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诵国
学、唱国学、舞国学、演国学”为载体，引入志愿者和志
愿企业参与，用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长和学生的价值观、
教育观、文明观等，取得了显著效果。如今，“母子传承国
学”主题活动已成为曲阜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特色品牌，成
功融入家庭教育当中，累计开展活动330余场次，受益群众
超过14000人次。

“母子传承国学”是济宁市首批5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品牌项目之一。近日，济宁市优选出5个在全市范围内可复
制、可推广的文明实践活动品牌项目，计划进行有步骤有条理
的推广，引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向标准化、规范化、创新性
发展。除了曲阜市“母子传承国学”，其他四个入选项目分别
为任城区“小板凳红色宣讲队”、兖州区“蒲公英(端信)夜
堂”、汶上县“乡土讲师团”和“舞前十分钟·百姓话场”。

本着品牌引领、典型引路的推广初衷，济宁市决定以此为
契机，引导各县市区在探索创新中打造品牌，持续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走进人心，以针对性、时
效性、实用性更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明确了县、乡镇、村居三级设置任务和推
进工作的整体规划，截至目前，全市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1个、分中心154个、实践站3100个。成立了济宁市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和17支志愿服务专业队伍。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仅是济宁优秀传统文化与普通民众紧
密相连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来，济宁市完善了乡村儒学普及推
广网络，建设尼山书院、国学体验基地、儒学讲堂、孟子学
堂，常态化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活动，全市建立乡村
（社区）儒学讲堂3740处。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进学
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围绕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主题公园（广场）18处、主题大街5条、主题街
巷32个、主题小广场（主题小区）112个。

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种形式走近人的工作生活，济宁已然
勾勒出普及大众的传统文化教育蓝图：城市+乡村，干部+群
众，一个都不能少。2016年设立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创新
打造了课堂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礼乐教学等“四位一
体”的教学模式，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现
在，依托曲阜“三孔”、邹城孟府、孟庙等景点，全市已设立现
场教学点近30处。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承接各类班次1300多
期，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7 . 3万余人。

传统文化涵养了时代新风，文明氛围如暖意春风源源不断
直吹人心：济宁在城乡广泛设立善行义举榜和“四德”榜，全
市上榜总人数超过260万人次。“济宁好人”、道德模范层出
不穷。目前，济宁市评出的市级道德模范215人，济宁好人820
人，54人入选“中国好人榜”，332人入选“山东好人榜”。

“请客进门”是交流互动的前提。多年来，济宁不断搭
建展示平台，将海内外的游客请进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走出去。

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至今已连续举办35届，除开幕
式、祭孔大典等活动外，孔子文化教育奖颁奖典礼、世界儒学
大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重大文化活动也在孔子文化节期间
举办，使得孔子文化节内容更加丰富而有内涵，并在海内外掀
起孔子热、儒学热，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著名儒学学者
纷纷参与孔子文化节相关活动，普通群众参加祭孔、诵读经
典，深度参与到孔子文化节中来，感受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道德高地建设有了坚实基础。全民参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孔子文化节成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
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不拘泥于形式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2018
年，济宁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作为主会场成功承办了央视中秋
晚会，作为分会场承办了央视春晚，文化名城的品牌更加响
亮。第五届尼山论坛首次与孔子文化节一同开幕，迈出了从
“民办”到“官办”的重要一步，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儒

家文化的重要平台。
政府搭好台，全民要参与，只有普通群众深入地学习了解

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蕴含的信念、智慧内化于血液之中，才
能认同、尊重、践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更加坚定文化
自信，曲阜市“百姓儒学节”就是最好的佐证。2014年曲阜市
举办了首届“百姓儒学节”，坚持“百姓设计百姓组织百姓
参与百姓评判”的原则，目前已有超过25万人次参与祭孔活
动，9万余人次进行经典诵读，49万人次参加文明礼仪大培
训，百姓舞台惠及50余万人次，百余项市级层面活动和千余
项群众性活动相继展开，成为曲阜传承发展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载体。

除了经典儒学节庆活动，济宁还不断搭建儒学传播平
台，国际中学生儒学辩论大会已经举办了两届，先后有10个
国家的200余名中学生参与其中，成为广大青年学生了解传
统文化，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新窗口。发端于济宁
学院的“论语大会”已经推广到全省多所大中专院校，并
于2015年5月被打造成为大型文化竞技类电视节目《论语大
会》，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文化繁荣则国家兴盛，思想丰富则民
族日新。

正是深谙此意，济宁近年来在深入挖掘
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持续用力，使优
秀传统文化凸显现代意义、体现现代价值、
形成现代认同，以孔子研究院、孟子研究
院、曲阜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为载
体，加快建设儒学研究传播高地，逐渐树立
起在世界儒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以孔子研究院为例，他们大力建设世界
儒学研究交流中心，创办了高端儒学会讲，
组建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海外儒
学研究与传播中心、论语学研究中心等一批
学术研究推广中心，获批立项“中国曲阜儒
家石刻文献集成”“世界书院研究”等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课题29项，编纂出

版各类学术著作38部，发表学术论文443篇，
获得各级各类学术奖励19项，推出了《孔子
文化奖学术精粹丛书》《“春秋讲坛”学术
讲演录》等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开展对外
学术交流活动300余次，增强了在世界儒学研
究和传播中的话语权。

儒学研究、学术讨论、成果的集结成册
打开了优秀传统文化“登峰”的局面，但面
对生活化、大众化、时代化转化的课题，儒
学绝不能仅仅是纸上经纶。孔子研究院选择
“敞开大门说‘靓’话”。

5月28日，位于孔子研究院内的孔子学
院总部体验基地正式面向海内外参观者免
费开放。免费开放区域包括孔子研究院主
院区以及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的两大体
验区、世界儒学文献收藏中心。而在此之

前，即使是土生土长的曲阜人，都很难一
睹其“芳容”。

孔子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米怀
勇表示，孔子研究院过去习惯了闷头学习
研究、著书立说，和外界的联系也大多停
留在学术探究和交流层面，本地居民和游
客很难有机会参与其中。随着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大潮的来袭，学术上的“落地”已
经站上了和“登峰”同等的位置，如何让
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儒家文化，成了孔
子研究院的新使命，而令人欣喜的是，游
客来了“看什么、干什么”已然成为他们
破解了的课题。

在孔子总部体验基地，随处可见糅合
了中国风、艺术风、动漫卡通等元素的有
趣呈现，体验基地一楼7400平方米展厅以

诗、书、礼、乐和艺为主线，综合运用声
光电技术，并被巧妙地分割为古礼、拓
片、茶道等10多个体验区，移步换景的浓
郁文化氛围弥漫其间，激发着访客一探究
竟的兴趣，让参观者能够在实践中更好地
领略儒家文化，变被动接受为主动体验，
彰显了传承与融入的主题。

而孟子研究院的“下接地气”，体现在
做好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结合的文章，他们
通过孟母大讲堂、孟子大讲堂、“学孟子·行
善举”志愿者协会等儒学实践活动，组织研
究院师资力量到村镇去宣传、弘扬孟子思
想，让儒学融入生活，开辟了孟学普及应用
新途径。2017年2月，挂牌成立了“孟子研究
院家长教育学校”，提出“家长好好学习，
子女天天向上”。

研究阐发更接地气

传承方式彰显文化的开新与守成

常态化传承大众化普及

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时代新风

修路搭桥全民参与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构筑文化高地

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铿锵迈进

本版撰文：

王磊 张伟光

①干部政德教育在全国影响深远
②孔子学院留学生体验中华传统文化项目拓印
③任城区李营街道举办“文明礼仪我先行”知识竞赛
④优秀传统文化IP走红深圳文博会 摄影：杨国庆
⑤尼山圣境夜游火爆
⑥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幕式
⑦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曲阜分会场
⑧2018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开幕 摄影：杨国庆
⑨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主会场 摄影：杨国庆
⑩蓝城孟母书院
┩刀道孔子博物馆开馆运行 摄影：杨国庆
┩刀盗济宁市文化中心 摄影：李晖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刀刀盗盗

⑥⑥

⑦⑦

⑧⑧

⑨⑨

⑩⑩

┩┩刀刀道道

22001199年年88月月2222日日 星星期期四四

电电话话::((00553311))8855119966770011 9922001199年年88月月2222日日 星星期期四四

电电话话::((00553311))885511996677001188


	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