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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宾，
各位专家学者，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来自中国和世界

各地的嘉宾和专家学者齐聚北京，举行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

大会。这次会议是国际儒学界和国际学术界的一次盛

会。首先，我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朋友

们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这次会议以“儒学：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体现了

关注世界前途、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是一个很有现实意

义的题目。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事关各国人民

幸福安康的两大问题。世界各国人民都希望生活在祥和

的氛围之中，期盼战争、暴力远离人类。世界各国人民也

都希望生活在安康的环境之中，期盼饥饿、贫困远离人

类。然而，现实世界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美好，局部战

争依然此起彼伏，贫困饥饿依然广泛发生，连绵战火、极

度贫困依然在威胁着众多人们的生命和生存，特别是许

多妇女儿童依然在战争和贫困的阴影下苦苦挣扎。想到

这些不幸的人们，我们心中充满了同情和责任。国际社

会应该携手努力，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只有这样，和平才有希望，发展才有希望。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需要多管齐下、多方

共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从思想上确立和平

发展的理念。今年 3 月，我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其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文字镌刻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这句话是：“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

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我认为，在人们心中牢固树立爱好和平的思想，这对实现

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

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人自古就推崇“协和

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

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

亡”等和平思想。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

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外族入侵和内部动荡，

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一度到了濒临亡国灭

种的危险境地。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就

付出了 3500 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近代以后经历了长期

苦难的中国人民最懂得和平的宝贵，最懂得发展的重

要。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对人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

要，没有阳光和空气，万物就不能生存生长。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需要和平、爱好和平，也

愿意尽最大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真诚帮助仍然遭受战争

和贫困煎熬的人们。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大家一起把和

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年是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

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

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

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

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

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

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

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

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从这绵延 2000 多年之久的历史进

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儒家思想和中

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竞争又

相互借鉴，虽然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但始终和其

他学说处于和而不同的局面之中。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

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

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

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三是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

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

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

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

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

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

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

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

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

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

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

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

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

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

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

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

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

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

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

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

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

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

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

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

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

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

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

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

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

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

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希望

中国和各国学者相互交流、相互切磋，把这个课题研究好，

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世界各国优秀文化一道造福人类。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

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

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

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

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

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我

认为，应该注重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

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世界万物万事总是千

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

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

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

点。我们应该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多样性，加强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应该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

代，这样世界文明之园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

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要理性

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

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

击、不贬损其他文明。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

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

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历史反复证明，任何

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

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

第二，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

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

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本国本民族要珍

惜和维护自己的思想文化，也要承认和尊重别国别民族的

思想文化。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

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

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

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

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

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

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

第三，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

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

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长期演化过程

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

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

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儒学本是中

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对人类社会创造的各

种文明，无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埃

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等，还是现在的亚洲文明、非

洲文明、欧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们都应该

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

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

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

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进行

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

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

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第四，科学对待文化传统。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

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

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

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

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

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

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

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

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

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

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

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

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

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

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春秋战

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

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

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

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

多向多元发展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

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

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

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

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

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

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

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前进而不断与日俱新、与时俱进的。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

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

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

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

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

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

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

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

分。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

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

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

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

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

总之，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

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温故而知新。知识有前人传承的知识，也有今人创

造的知识。前人传承的知识积累了人们历史上对处理

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的重要认知和经验，今人创造的

知识形成了人们应对时代问题的智慧和探索。这两方面

的知识对人类继往开来都十分重要。

在 21 世纪的今天，几千年来人类积累的一切理性知

识和实践知识依然是人类创造性前进的重要基础。只有

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

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

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

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2014年9月24日）

习近平

本报讯 “依据上网权限策略，您尝
试访问的网站已经被拒绝。”在四川省雅
安市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如果要打开
国内知名购物网站、网页游戏、股票软件
等，浏览器页面就会提示上述内容。用技
术手段遏制党员干部“懒”“庸”行为，
是雅安专项整治工作中的举措之一。雅安
市委与 2 万多名干部签订“止懒治庸十不
准”承诺书，还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晒”
出承诺，邀请群众核对“账单”，揪出身
边“懒政”、查出身边“庸员”。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四
川省坚持治懒罚庸动真格，出实招，下猛
药，向领导干部层层传递责任和压力，形
成谋事要实在、为官要有为、有为才有位
的 用 人 导 向 ， 产 生 了 强 烈 的 社 会 警 示
效果。

为杜绝领导干部抓工作不实不力不
为的现象，同时给进取意识不强的“守
摊子”干部敲响警钟，德阳市委出台有

关意见，梳理出 10 类领导干部“不作
为”现象，并逐一明确了处理办法。“十
不为”分别为：贯彻落实重大决策部署
不力，谋划工作措施和政绩不实，重点
工作推进成效不明显，“下深水”破解改
革难题不够，作风漂浮工作不实不细，
工作服务意识和效能不高，联系基层解
决 问 题 不 多 ， 缺 乏 监 管 和 处 置 事 件 不
当，目标定位和工作实绩公认度不高，
领导权力规范行使不到位。今年以来，
德阳已处理“不为”领导干部 12 人，一
般干部 55 人。

（宗 文）

四川：

治懒罚庸动真格 务实为民出实招

本报讯 党员干部到位了、群众办事
方便了、人情送礼减少了、会议文件瘦身
了⋯⋯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重庆市坚持问题导向，给干部“画
像”，请群众“找茬”，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改进作风服务群众，取得了
实实在在的效果。

大渡口区发动职工积极查找党员干部
身上存在的“四风”问题。渝北区将不断增
强党的凝聚力、政府公信力、干部执行力
和制度约束力，作为扎实推动党的建设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有力抓手。各级
干部接访走访群众 2034 人次，帮助解决

问题诉求 1136 件次。秀山县坚持问题导
向、解决突出问题，广泛听取各界代表的
意见建议。他们在县直和企事业单位开展

“服务大局抓落实”行动，在窗口单位开展
“创优服务在一线”行动，在乡镇开展“落
实政策惠民生”行动，创造人往基层走、劲
往基层使、情往基层系的良好局面。

据统计，重庆市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市
级行政许可项目减少 159 项、下放 357
项，减少 29%。严格执纪问责，采取明察
暗访、群众举报等方式，发现并查处“吃
拿卡要”、“慵懒散拖”问题 18 个、党员干部
14人。 （宗 文）

重庆：

给干部“画像” 请群众“找茬”
重庆：

给干部“画像” 请群众“找茬”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经接

近尾声。有群众反映，最怕活动结束

了，改作风的进程也停滞了，“老病症”

又要“弹”回去。这些声音表现出广大群

众对于把改进作风的好态势坚持下去的

期待、对“四风”问题反弹的担忧。

这种担忧值得重视。刚刚过去的中

秋节，依然有部分党员干部肯收礼、敢

收礼，且利益输送渠道更为隐蔽；某些

地方已经刹住的“吃喝风”又开始蠢蠢欲

动；有些党员干部的观望情绪也再度抬

头，思想松动了、力度减弱了，就在落实

整改的“最后一公里”停步了。“反弹”不

仅会损害作风建设已经取得的成果，还

会削弱党的公信力，伤害群众对党的信

任和感情。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要

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警惕“四风”问题

顽固发作、隐身变种。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将“弹”起来的不正之风再坚决地

“压”下去。

眼下，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

实、建章立制工作正在抓紧进行，已到了

最要劲的时候。越是这个时候就越要稳

扎稳打、严防死守，不能给“四风”顽疾留

下任何喘息之机。要在深化专项整治、

强化正风肃纪上保持高压，坚持思想不

松、标准不降、力度不减，保持高压常态、

标本兼治、不留死角；要在兑现整改承

诺、解决突出问题上一抓到底，要言而有

信、说到做到，用责任制的硬约束确保整改落实到位，解决好与群

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要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上加强力量，教

育活动和纪律约束双管齐下，千方百计充实基层力量，提高执政水

平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扫清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发挥好基层组

织为人民服务的功能；要在制度建设上见到成果，及时总结经

验、建章立制，以制度之力不断巩固扩大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加强作风建设决不是“一阵

风”，也不仅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需要，而是要在党员干部思想

中真正树立起“群众路线”的标杆，让“红线意识”、“底线意识”在

党员干部的心里牢牢扎根，使作风建设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改

作风没有回头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真正认识到作风建

设的重要性、严肃性、长期性，不要左顾右盼，莫存侥幸心理，

自觉抵制“四风”反弹苗头，时刻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

改作风须防

﹃
反弹

﹄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