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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精神的重要途径。对此，需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划定原则及标准、主要类型及根本特点进行深入剖析。其中，划定

原则包括: 分类识别与分层操作、兼顾中国内部的同一性与外部的参照性、明确同一性具有

历时性和多样性、兼具传统与时代相结合; 依据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

象的概念界定，回答了划定标准“是什么”“哪里来”“为什么”“怎么样”的问题; 主要类型包

括地理类、物质类、精神类、历史类、文化艺术类和生活类; 在此基础上，从内部同一性的“本

体论”维度和外部参照系的“超越论”维度出发，提出了各类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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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民族工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和突出各

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进

而增强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界也从不同视角

对如何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和中华民族形象进行了诸多探讨，并取得不少

有益研究成果。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主

要就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或“中华民

族形象”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等问题进

行了相应论述，而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的

则很少。这是缘于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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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共同彰显了中华民族精神，也即是: 文化符号

是民族精神凝练的内核象征、民族形象是民族

精神外化的直观展示。可见，将中华文化符号

和中华民族形象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有着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在这为数不多的

“结合性”研究成果中，主要探讨了中华文化符

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关系［1］、中华文化符号和

中华民族形象的各自定义［2］、树立和突出中华

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意义［3］及对策［4］，

但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

象的概念内涵、特点及划定依据等方面的研究

很少涉猎。通过上述文献梳理可知，学界不仅

要重视将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结合起

来开展深入研究，更要科学厘清各民族共享的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划

定依据、类型特点等几个基本性理论问题，以便

为后续解决如何“树立和突出”的问题奠定理论

基础。
一、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标准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

象就是凝结了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
同记忆、共同认可的，由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

疆域，共同书写的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的灿烂文

化，共同培育的伟大精神，承载着各民族的共同

情感和共同价值理念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

精神风貌、彰显了中华文明范式独特性的标识

性符号和形象。
各民族文化系统的内部符号架构，需要达

成同一性和多元性之间的动态平衡，这意味着

单一的共享符号难以粘结起长期生活在不同民

族文化语境下的各族民众。历史事实证明，具

有异质性的符号元素并非必须指向某一方取得

压倒性的胜利结果，各民族的符号可以在中华

民族这一共同空间形成并置、联结或竞合的关

系，以差异化的形式和相通的意涵为基础，建立

起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符号文本体系。要建立各

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就必须采用建立符

号文本集合的形态，将一系列具有差异性的象

征符号通过现代叙事的编织凝结起来，从而建

立一种转喻性的联结机制，通过各个符号对不

同群体的聚拢，以连贯叙事和核心精神凝聚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大认同。由于所有的传播

都是对符号的编码和解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的形成和发展都以

高度认同中华文化为基础。对此，需要对各民

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进行原

则及标准的划定。
( 一)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的划定原则

1． 分类识别，分层操作。根据以上关于中

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界定，对其

进行原则的划定时，分类识别主要有几种分类

方式: 其一，依据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进行划分。其二，依据生产方式进行划分。
在 2019 年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

哺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
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

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

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5］符号和形象也被称

为“有意味的形式”，承载着象征性表意的传达

与传播。而不同的生产方式所产生出的文化符

号与形象是不同的，归根溯源就是因文化底色

不同而产生的。
树立中华民族形象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的

目的，不仅在于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凝

聚力和向心力，还在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

播力和影响力，进而达到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目的。对此，除了要做好分类识别外，在此基

础上更要做好分层操作，以此不断扩大中华民

族形象和中华文化符号的受众传播影响范围。
简而言之，就是要对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形象的

中华文化符号进行层次不同的序列编号，并在

传播过程中根据效果的好坏及影响因素进行针

对性调整或创新性改造。如对俄罗斯精英群体

的调查研究表明，大熊猫和龙都是中华文化符

号的重要代表，但“中国人一直引以为傲的图腾

‘龙’，俄罗斯人本能地产生抵触”［6］，这与调查

对象的民族文化特性、心理接受方式紧密相连，

在与俄罗斯人相处过程中多用代表憨态温顺的

“熊猫”概念往往比代表凶狠残暴的“龙”概念，

在交往效果上会更好。
2． 既要突出中国内部的同一性，又要强调

外部特别是西方的参照。中华民族由 56 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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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构成，而灿烂的中华文化则是由各民族文化

共同熔铸而成的矛盾综合体，体现了中华文化

的民族多样性。由于“民族文化既有民族特性，

又有中华文化的共性，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

创造的，每个民族所形成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

符号的 一 部 分，也 是 中 华 民 族 形 象 的 重 要 标

识”［7］，但如果仅强调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忽视

其同一性，中华文化就犹如一盘散沙，无法凝结

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所谓的中华文化、中华

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也就无从谈起。因

此，必须突出中华各民族文化在中国内部的同

一性，也就是在中华文化中寻找各民族文化的

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来源于前文关于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界定中所阐述的

“十个共同”。
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

扩大，国际间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华文化符

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传播还要强调外部特别是

西方的参照。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

调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在国际文化传播上

建立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符号话语体系，

而中华文化符号的对外传播与其发生了激烈碰

撞并造成了巨大冲击。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

“西 方 化 是 以 意 欲 向 前 要 求 为 根 本 精 神 的。
……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

本精神的”［8］，虽然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

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

而发展”［9］，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文化冲突，文

化冲突的产生往往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不

够所导致的。对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

导下，为“弥合中西文化的差异，寻求具有共同

文化根基的价值观”［10］，划定体现中华民族形

象的中华文化符号需要参照西方文化符号的表

现形式及表现特征，通过找准两种文化符号的

价值连接点，增强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符号和中

华民族形象的理解和认同。
3． 明确指出中国内部的同一性为历时性和

多样性的同一。正如朱炳祥教授所言: “一些原

始时代所保留下来的文化符号的各内涵之间看

起来总是矛盾的，互不兼容的，七零八落的，但

这些按形式逻辑看似无同一性的表象，却是符

合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辩证逻辑的”［11］，充分

体现了民族文化符号在族内的同一性是历史性

和多样性的同一，这也同样适用于对体现中华

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在中国内部的同一性

解读。在历时性的“同一”方面，中华文化及其

组成部分的各民族文化并非天上掉下来的上帝

恩赐，而是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逐步创造、累积而成的劳动成果，并在各族

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得到广泛传播。而“不

同传播时代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和

生产技术，推动了不同时代的文化传播; 另一方

面不同的传播时代又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将

文化传播层层推进到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跨文

化传播的历时性就在这层层递进、依次叠加的

传播脉络中得以宏观地展现”［12］。作为文化传

播内容的民族形象和文化符号也在不同历史发

展时期的跨文化传播中得到不断丰富与完善，

被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意

义，深刻体现了民族形象和文化符号传播发展

的历时性脉络。
在多样性的“同一”方面，民族形象和文化

符号作为民族文化构成的主要成分之一，中华

文化的多民族性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并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各民族文

化在交流互鉴中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值得注

意的是，虽然中华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概念

的统筹下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各民族文化既

相异又相通，享有着共同的文化符号，但一定文

化符号的意义表达需结合具体文化语境的对话

过程才能加以确定，“符号会按照具体语境的叙

事结构和象征结构产生出特定的逻辑意义和象

征意义，呈现多样化的意义”［13］。这就意味着

同一文化符号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会呈现不同的

意义表达，在划定中华文化符号时，要在不同民

族文化语境对话下确定其具体的意义指向。
4． 兼具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特征。在如何

对待文化传统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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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也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传统

文化与现实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不忘本来、面

向未来”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这

为划定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明确了方

向———传统与时代相结合。在“传统”层面，凸

显对原有体现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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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1) 继续弘扬具有时

代意义的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

族形象。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

中华文化都是积极的、可取的，应根据时代发展

需求对原有体现中华民族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

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处理，继续发挥其

文化传播的正面效应。( 2 ) 深入挖掘未被发现

的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

象。这里的“未被发现”，既包括深埋在历史尘

埃中未知文化遗产，也包括隐含有其它意义指

向的已知文化遗产，虽然这些文化遗产尚未挖

掘、开发出来，但并不否定它们历史原有性的存

在事实。
在“时代”方面，突出对原有体现中华民族

形象的中华文化符号的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 ( 1) 赋予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

民族形象的时代新内涵。结合时代发展要求，

对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

进行意义指向的延伸与拓展，促使其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继续发挥标识性指向作用。( 2 ) 创新

原有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中华民族形象的

时代新形式。科学把握中华文化符号及其体现

的中华民族形象的深刻内涵，结合时代发展条

件，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来传播中华文化符号、体
现中华民族形象，如中国高铁。

( 二)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的划定标准

文化符号具有多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

国内部的一切文化符号及其体现的民族形象都

能代表中华文化符号、展现中华民族形象。对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必须根

据两者的概念界定来加以确立标准。
1． 凝结了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

同记忆，回答了划定标准“是什么”的问题。在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看来，“文化不仅包

括知识与信仰，艺术与风俗，道德与法律这些可

见的东西，更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

能力和习惯等一些不可见的东西”［15］，强调了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而存在，是人类社

会生活经验的总和，包括生活经历、生活历史和

生活记忆，是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

个角度看，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由 56 个单一型民

族文化共同创造的复合型文化，其内容构成必

然包含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同记

忆; 否则，就不能称为中华文化。同理，如果划

定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不能体现各

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史、共同记忆，就不能

称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
2． 由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同创造、共同认

可，回答了划定标准“哪里来”的问题。在历史

唯物论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

的英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历史

活动的主体”［16］，这种创造活动的实践动力来

源于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展需求的不断满

足。从这个角度看，各民族的共同经历、共同历

史和共同记忆就只能来源于各族人民在共同生

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共同创造的，蕴含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是一种文化符号的重要标识。由

于“中国传统符号是指承载着中华文化文脉的

形象符号，具有一致认可的形象特征和固定含

义，其背后蕴藏和印证着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

演变”［17］，这就意味着并非中国历史上或当下

存在的一切文化符号都属于中华文化符号范

畴，只有得到“一致认可”，才具有确定意义。
3． 承载着各民族的共同情感、共同精神、共

同价值理念，回答了划定标准“为什么”的问题。
各民族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创造形成了共同经

历、共同历史和共同记忆，而这些经历、历史和

记忆要得到各民族的共同认可，有赖于各民族

是否在共同生活创造过程中体验与收获共同情

感、凝结与发扬共同精神、树立与践行共同价值

理念。这是缘于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社会性

动物，人们往往因情感共通亲近起来、因精神共

振凝聚起来、因价值共鸣走到一起。人在社会

实践劳动的分工协作过程中建立了各种关系，

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与运用往往体现了一定情感

态度和价值理念，而这些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

背后又体现了一定精神力量的支撑。可见，各

民族在共同生活创造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会

遭遇诸如心理情感、价值观念和精神意志等方

面因素的影响，中华文化作为中华各民族共同

生活创造的智慧结晶，只有承载着各民族共同

情感、共同精神、共同价值理念的中华文化才能

得到各民族的共同认可。
4． 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精神风貌，彰显了

中华文明范式的独特性，回答了划定标准“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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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问题。文化因差异而显得独特，因独特而

标识醒目。对于中华文化而言，要突出中华文

化符号、树立中华民族形象，就必须体现中华民

族独特精神风貌、彰显中华文明独特范式; 否

则，平淡无奇的中华文化将在国内外各种文化

交流浪潮中面临被湮没的危险。那么，如何赋

予中华文化的独特性?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 1)

能否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对

核心价值的解释，关乎它的文化传统、社会理

想、行为秩序，构成了它的文化优势与特性，能

够体 现‘国 民 精 神’的 文 化 独 特 性 和 多 样

性”［18］，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和文

化自信。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

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揭示了中华

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伟大复兴梦想和价值追

求，展示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和

精神品格。( 2) 能否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范式。在特里·伊格尔顿看来，“社会主义共

同文化观的充分涵义是，应该在全民族的集体

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整个生活方

式，而不是把别人的现成意义和价值拿来进行

被动的生活体验”［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应当植根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构建

范式，在国内外文化交流互鉴场域中突出中华

文化的独特性。
二、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的主要类型及根本特点

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具有三个

层次: 空间疆域、历史活动、文化创造，与之相

应，由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

形象也可分成三个层次: 空间疆域的层次、历史

生成的层次、符号生产的层次。由于不同层次

的文化符号和民族形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

点，可通过深入分析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

形象的主要类型，进而总结归纳其根本特点。
( 一)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维度的特定指向，可将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大体分成以下六种类型:

1． 地理类: 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
由于人的存在总是现实性的，这就决定了人的

存在发展总是寓于一定地域范围内开展各种实

践而繁衍生息的，在改造自然世界的同时，开辟

了人类世界、创造了人类文明。由此，在人的实

践作用影响下，自然地理衍生出了人文地理，整

个世界形成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并存的地理

样貌。人在一定地理环境中通过与特定事物的

长期朝夕相处往往逐渐滋生出一种别样情感，

这种情感深刻表达了一定地域的人对特定地理

事物的热爱和依恋之情，而“典型的地理事物承

载着人们的文化意蕴、生活期许”［2］，构成了人

们共享的地理事物符号。从属人性上看，这些

符号具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分。
2． 物质类: 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物质文明遗

产等。中华文明是世界五大古老文明之一且从

未中断。从横向上看，中华各民族不仅在各自

生活区域内凭借各自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宝贵的

物质文明财富，还随着族际间各种交往交流的

频繁化、广泛化，区域间各民族共同创造物质文

明财富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对区域社会发展发

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从纵向上看，随着历史车

轮的滚滚向前，这些物质文明财富变得日益丰

富，原有物质文明财富为新增物质文明财富的

创造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珍

贵遗产，在民族区域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其中，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代表性

的物质文明遗产集成了各民族团结进步的共同

历史记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

自豪感，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符号特色。
3． 精神类: 包括具有各种象征性的精神标

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体现了一种奋发

有为、昂扬上进的精神状态。回望过去，中华民

族之所以能够创造伟大的物质文明，是缘于伟

大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所昭示的伟大奋斗精

神，这种精神是支撑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多年的

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是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

文化的象征性精神标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整

体精神面貌、精神风格和精神气质。
从形态上看，这种精神既体现为无形的红

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又蕴含在国旗、
国徽、长江及各层级的英雄人物、精神偶像、领

袖等各种有形物质载体的内涵解读中。
4． 历史类: 包括各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和

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等。社会记忆有个

体与集体之分，“而在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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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20］，

也称作“历史记忆”。各民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

件和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由于熟知度

高、影响面广，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由

于“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

题”［21］，且一定思维或价值的传导又往往需借

助于符号的表达，这就决定了建构历史记忆离

不 开 对 历 史 人 物 或 事 件 进 行 有 效 的 符 号 表

达———历史人物或事件的核心价值，否则记忆

将面临因时代变迁而被遗忘的危险。由此，对

各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历

史人物的符号化转换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符号的

一部分，成为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
5． 文化艺术类: 包括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神

话史诗、宗教信仰、制度创造、文学艺术生产和

核心的思想价值理念等。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

的民间文化艺术作品，凝结着各民族的智力和

心力，“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民间文艺总能以其

独特的共同注意力、感染力和号召力，使各民族

团结在一起，成为照亮各族人民心灵的灯塔，成

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依托，也成为各民族情感

交流的纽带”［22］，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奠定了认同基础。而作为文化艺术类的中华文

化符号，又可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在精神方面

主要包括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思想理论观念和

核心价值体系等; 其二，在技艺方面主要包括各

民族文学艺术的生产艺术或工艺、制度创造等;

其三，在器物方面主要包括各民族的神话史诗、
音乐舞蹈等。这些文化符号都以其特定的形式

诠释着中华民族内涵、展示着中华民族形象。
6． 生活类: 包括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活习

俗、民间传统、衣食住行、节日庆典等。从文化

社会学角度看，文化也可以说是对人们社会生

活过程反映的集中体现，而人的社会生活就是

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

这种文化特质包括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活习

俗、民间传统、衣食住行、节日庆典等。如端午

节作为中国重要传统民俗大节之一，具有祈福

攘灾、辟邪纳吉、爱国忠贞之意，承载者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祝福，成为各民族的共享节

日且有着一脉相承的相同或相似仪式 ( 感) ，只

是不同民族对其进行寓意解读时有所差别，傣

族的棕包节、藏族的采花节、彝族的都阳节都彰

显了端午节在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
( 二) 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

族形象的根本特点

“中国”是一个其地理边界不断流动的、经

过漫长的历史演化而生成的、由各民族族群和

文化所共同缔造的超大“国家”、超大社会体系

和超大文明共同体。由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

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即这一超大“国家”、超大

社会体系和超大文明共同体的根本特点的符号

表征和形象凝结。这一超大“国家”、超大社会

体系和超大文明共同体的根本特点是什么呢?

1． 从其内部同一性的角度看，具有如下特

点: 其一，标举和谐共生，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

的和谐共生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崇尚仁者爱人、天人合一。
其二，包容多元性和差异性，视世界为一个

有生命的差异错置的体系，中国 56 个民族各有

各的特色，又同心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而成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强基石。
其三，世界大同，倾向于一种大一统的社会

治理秩序，自觉维护社会的稳定，人尽其才，物

尽其用，家国一体，以国为家，讲信修睦，天下一

家。
其四，自强不息，在日常生活和艺术追求中

寻求精神的超越，最高的艺术境界即最高的生

命境界，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既是对现

实的描画，也是生命对外界的感悟，既有超然物

外的高雅，又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孜孜不倦，生

生不息。
2． 从其外部参照性的角度看，上述特点与

西方文明迥然有别: 其一，否定和超越了西方文

明所张扬的对立性的关系理性，追求一种可持

续发展的模式。例如美国历史学界兴起的“新

清史”运动，夸大清代满汉族群之间文化的差异

性，强调满汉族群的对立性，而刻意忽略满汉族

群之间的交融，旨在否定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

程，挑拨满族同胞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

民族共同体则尊重并保护满族的族群文化，同

时又强调中华大家庭的观念，一体多元，多元里

面有主元，和谐共存，团结一致向前进。
其二，否定和超越了西方文明所追求的同

质性世界，更加尊重世界的客观实际。西方文

明的主体形成于基督教会主导下的罗马帝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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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于 15 世纪向全球扩张，同时传播基督教文

明，根除世界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而历史上中

华文明则以文化魅力吸引周边的族裔主动向

化，成为儒家文明圈的一份子，而非通过武力征

服与殖民剥削。
其三，否定和拒绝了西方文明所渴求的霸

权性世界秩序，自觉建构一种由超霸权国家和

文明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西方文明一直标榜征

服，借着自身的科技与武力的优势，打 着“自

由”、“民主”、“普世价值”、“人权”等旗号，强迫

非西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殖民者构建的霸权秩

序。中华文明则强调天下一家，中外一家，以和

谐共存的理念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四，批判和否定了西方文明的外在超越

之路，努力实现一种内在的超越。西方文明强

调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以自我

为中心，渲染文明冲突论、宣传历史终结论，借

此打压异己。而中华文明则看重自身的道德修

为，以仁者爱人为核心，倡导“仁义礼智信”的价

值理念，遵从先修身而后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处世之道，追求的是

内在超越、提升自己，从而转益于他人。
总之，“中国”这一超大“国家”、超大社会体

系和超大文明共同体，质疑、动摇了现代西方文

明所建构的民族国家理论、政治哲学、历史哲

学、世界体系等的所谓合法性。由各民族共享

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类型的核心

内容，即在它们身上所凝结与表征出来的上述

内部同一性与外部参照性。这些内部同一性和

外部参照性，即它们的标识性特征。
结语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

中华民族形象，是去西方中心文明观的重要思

想路径。从文明史实及文化发展来看，文明是

多元生成的，并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所言:“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

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

学互鉴。”［23］文明是人类智慧共同熔铸而成的，

应当以史为鉴，努力建构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

多元文明新格局。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

中华民族形象，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实施路

径。文化本来没有就高低贵贱之分，文化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文化灿若满天

星斗，东西南北中都有杰出的文化成就，并在相

互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了中华文化。而没有文

化的高度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

民族形象，对于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滋养

中华文化血脉，展现中华文明气度，走向“人类

命运共同体”大舞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鲜活而有生

命，而生命是会延续的，在此过程中既积淀了厚

重的历史，又穿透了轻薄的现实，勾连天地，融

通古今。它不仅是过去的一束暖光与明亮，今

后会成为灿烂的阳光与引领。庄子《逍遥游》言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与光也，不亦难乎。”
中华民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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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nd highlighting Chi-
nese cultural symbols shared by all ethnic groups of
China an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tell China's story to the world，

convey China's voice，and manifest the Chinese
spirit． For this reason，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following five issue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demarcation principles，
main categorie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an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emarcation principles include four as-
pects: i) identifica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ate-
gories and making a hierarchical ordering; ii )

highlighting the inner identity of China while also
emphasizing the external references; iii ) clearly
pointing out that the internal identity of China is
diachronic and diverse; and iv )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time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pecifics
and dimensions，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six categories: i) geography( in-
cluding physical geography and human geogra-
phy) ; ii) the material( a variety of typical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 iii) the spiritual( including all
kinds of symbolic and spiritual symbols) ; iv) his-
tory ( including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pre-
sentative historical figures of all ethnic groups ) ;

v) culture and art( including all kinds of represent-
ative mythological epics，religious beliefs，litera-
ture and art composition，and core ideology and
values，etc． ) ; vi) daily life( including all kinds of
characteristic customs， folk traditions， clothing

culture，food and beverage，housing，transporta-
tion，festival celebrations，etc． ) ．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ve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 pursuing a harmo-
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hu-
mans and humans; ii) inclusiveness and diversity，

regarding the world as a living ecosystem of differ-
ences; iii ) tending towards a unified social gov-
ernmental order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in-
tentionally; iv) constantly striving to become stron-
ger，and seeking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in daily
life and artistic pursuit．

To set up and highlight Chinese cultural sym-
bols an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an im-
portant step towards liberation from a Western-cen-
tric view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civilization is not
Western-centered but diversified． Civilization is
the fusion of human wisdom，and we should learn
from history and strive to build a new pattern of di-
verse civiliz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etting up and highlighting Chinese cultural sym-
bols and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strength-
en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stablishing and
highlighting Chinese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im-
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vital to better grasp the
gen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revitalize it，to display
the dignit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nd progress to-
wards“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
mankind．”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al symbol;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principle of demarca-
tion; categories and characteri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