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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has inherent universality, universality of realization and universality of pluralism. The
inherent universality indicates that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common and permanent components;
the universality of realiz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degree of re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s restricted by extern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universality of pluralism indicates tha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is imperative to carry out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 To achiev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foothold in the present, to us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as a methodology, to preserve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e, and to change the “instrument”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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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具有内在的普遍性、实现的普遍性和多元的普遍性三个特性。内在的普遍性表明传统文化具备共同
性和永久性的成分；实现的普遍性表明传统文化的实现程度受外在的、历史的条件制约；多元的普遍性
表明，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文化转型势在必行。实现文化转型需要立足当下，以哲学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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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为方法论，留文化之“道”，改文化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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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促使世界各地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形成文化多元化的现状。中国自打开国门
以来，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一直都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陈来
教授针对文化多样化，曾给出过这样的见解，“每一特殊的文明实体都有其自己的价值体系，诸文明实
体的价值都是理，都有其独特性也都有其普遍性”[1]。这就告诉我们要正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特殊
性。地域和历史条件的不同必定造就文化的不同，但是特殊性中也蕴含普遍性。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
西方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皆表现出特殊性，而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理”皆因外在的、历史的
条件不同而实现程度不同。“理”无优劣之分，不可比较。以哲学诠释学为指导下承载“理”的“器”
是否适应现代环境，才是发挥文化价值的重中之重。想要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进行文化转型势在必行。

2. 文化内在的普遍性
文化内在的普遍性，即文化存在的价值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有
其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价值，这是文化具有内在普遍性最鲜明的体现。通过明确文化具有内在普遍性
的特点，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并且自发地去了解蕴含在传统文化背后的普世价值，明确我们的传统文化到
底是什么，从而建立理性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意识建立，是当代人传承传统文化的第一步。

2.1. 从天人合一到无为自化，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普遍性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有其鲜明的特点，这是文化的特殊性，而不同的优秀文化皆具备超越时
空、超越地域的内在价值，这是文化内在普遍性的直接体现。从远古文明到科技发达的今天，传统文化
蕴含的内在人文力量一直指导着民族前进，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内在普遍性。
耕种是中国古人世代繁衍的方式，天象与耕种息息相关，进而中国古人摸索出了二十四节气这样的
文化瑰宝。二十四节气除了指示农耕，也无不在告诫后人，与自然相处要遵循自然的规律，方能风调雨
顺、安居乐业。这自远古流传下来的二十四节气时至今日，依旧被人们运用于生活实际，甚至四时节气
背后蕴含的精神内涵也令后世受益无穷。
千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背后的精神解读与探索，力求揭开蒙在传统文化价值上的神秘面
纱。从“四时节气”的天道推衍出人道，老子道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2]的真理，告诉我们人与社会、人与人各司其职，天下则能因为每个人的“无为”而自然化成一团和气。
即对自身要有明确的定位，既不逾越一毫，也不少取一分，如“道”一般自然而然，则天下自化。人们
受到“道”的自然观启发，进而推衍出和谐、平衡、共赢、注重整体性等理念，与习主席在国际上提出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不谋而和，展现了传统文化具有内在普遍性的特点，即“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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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传输的优秀理念能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是宗教信仰不同、文化体系不同的人都皆能认可的理念”
[3]。

2.2. 明确文化内在的普遍性，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
传统文化的内在普遍性表明，文化的价值不在于文化是西方的还是中方的，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而在于文化背后蕴含的普世价值。明确文化的内在普遍性，有助于我们建立理性的文化自觉，建立理性
的文化自觉是我们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第一步，也是首要一步。
费孝通先生晚年曾强调文化自觉就是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即“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4]。文化发展变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同一种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适用性不一，不能因为该种文化是
旧的，不符合当下的时代条件，而武断认定这种文化就是无用的。要真正认识自己的文化，就要将文化
放到相应的历史时代下进行分析。苏格拉底曾经说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正确思考，而正确思
考则意味着一个人首先要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5]。那么我们在传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需要思考，
我们口中所讲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统文化真的是它本来想要展现的样子吗？
要还原传统文化本来所要展现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理性地去了解传统文化的源头、发展以及
背后的精神内涵。主观臆断地思考传统文化容易造成对文化的歪曲误解，引发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惨
剧。亚里士多德说：“只有服从理性，人类才能保证不会自我毁灭。”[5]而毁灭人类的第一步，便是毁
灭人类的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主观歪曲解读、望文生义，无疑是对我们的文化进行逐步毁灭。我们传
承传统文化并非只着眼于当前我们所看到的传统文化表面的样子，还需要我们带着理性的思考去追根溯
源、探索发现。

3. 文化实现的普遍性
文化内在的普遍性能否拂去表面的灰尘，展现在世人的眼前，还需要外在的、历史的条件来配合，
这是因为文化具有实现的普遍性的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各具特色的文化，一种文化出现并且
被当时的人们所广泛接受，必定是因为该种文化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但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与其产
生年代相契合的传统文化自然在适应现代环境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局限性。要克服这种局限性，那么我
们就要面对过去的东西。
“过去的东西，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
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
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6]。传统文化被视为过去的东西，蕴
含的思想被视为过去的思想，那么这些思想的价值，只能停留在过去吗？并不是。传统文化实现的普遍
性明确表示，只要外在的、历史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传统文化也能发挥其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在
现代文明中大放光彩。
我们自身也具有历史性，历史是文化的载体，拒绝过去的文化就像是在否定现在自己身体中的一部
分。剔除了过去的文化的人，没有特色，没有家，没有祖国，不能称为完整的人，也不可能实现全面发
展。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明确传统文化的价值，挖掘传统文化中共
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建立文化自知。通过分析传统文化实现的普遍性，根据时代特点，以古鉴今，并
借此建立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作为创造性传承传统文化的不竭动力，实现传统文化现代转型。

4. 文化多元的普遍性
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西方文化出现过多次摩擦碰撞，但是，毋庸置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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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精神层面、价值层面都具有普遍性，都是普遍主义。而中西文化确实存
在着差别，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传统文化，其实现的程度也不同，这便是文
化“多元的普遍性”。这就更加明确了文化是不是有价值，并不在于文化来自于何方，而在于文化是否
适应当前的历史条件，是否是现代化文化。为了适应当前的时代条件，传统文化转型势在必行，文化转
型就必须面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应明白“最美妙的和谐产生于差异”[5]。为了找到这个美妙的和谐，
我们首先需要理明白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
冯友兰先生针对中西方文化对比，曾给出过这样的评价：“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
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
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7]。可见，中西文化无法对比，更比不出优胜劣汰。西方文化并不
是比传统文化优越，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得多了些。中古的传统文化并非没有价值，而是实现
其价值的文化形式不适应当前的时代条件。我们需要做的是立足当下，建设现代文化，即正视文化实现的
普遍性，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合理地现代化、中国化，以求其文化精髓尽可能最大程度上实现。
立足当下，是立足拥有千年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实际，不是全盘西化、亦或者盲目地进行中西结合，
更不是把西方文化或者传统文化作为模范来加以改造，而是以当前实际为“地基”，以传统文化和西方
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作为砌在地基上的“砖瓦”，有机整合，实现文化转型。

5. 以哲学诠释解读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传统
文化内在的普遍性告诉我们，传统文化拥有其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弄清楚这些，我们得以建立
理性文化自知。文化实现的普遍性告诉我们，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珍贵无比，我们得以建立文化自信。
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文化自信的激励下，要搞清楚文化的价值，我们需要哲学诠释的指导。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长期被古人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在册，对历史文本的解读，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传
统文化的解读。文本向来就具有开放性的特点，以此也激发了诠释者的创造性，这也是文化持续灿烂千
年的重要原因。从哲学诠释观来看，追求文本会导致狭隘的客观性，对文化继续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哲
学诠释所追求的“既不是作者视界的简单移植，也不是读者原有视界的机械拓展，而是在理解的应用性
的作用下，在普遍与特殊关系的张力中，原有的两种视界相互融合成了一个包容了作者与读者的主体间
性的崭新视界”[8]。每一个读者因为自身的特殊性以及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与作者的思想结合，都会产生
新鲜的火光。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就体现在新鲜火光之中，它是多变，又不变的。它根据读者个体的特
殊性、时代的特殊性改变着它展现出来的身体里小小的一部分，每一位读者能发现的那一部分都不尽相
同，于是它具备无限的生命力。但是它也有不变的地方，它本身的价值内涵不会改变，读者所挖掘的，
只是它博大精深内涵上的一个小点，而它的整体价值的主要走向没有改变。
“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变，道不变”[9]。我们传承的是
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时代，器不同。古代有古代的器，现代的器必然不能沿用或者仿照古代
的器，那么在诠释器中之道的时候，我们需要以哲学诠释的方法诠释器中之道，避免出现以器为道的情
况。孟子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以得之”[10]。望文生义不可取，固守文本便不
可得其志。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力求文化转型，便需要在理解文化背后精神价值的运用性的情况下，带
着自身的独特性，去创造性解释传统文化的内涵，将文化传统从过去传统文化中的器取出，放入在哲学
诠释指导下塑造的现代化的器中。

6. 结语
经济全球化造成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文化背景，文化作为推进国家富强的强大精神力量越来越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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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发挥传统文化的价值，我们需了解传统文化的内在普遍性，建立理性文化自知，明确传统文化实现
的普遍性，摆正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建立文化自信。通过理解文化多元的普遍性，
建立立足当下的认知。以当前中国现状为基，以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为砖瓦，在哲学诠释学的指导下，
有机整合，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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