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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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出自东汉王充《论衡·书解》。
本句可释为：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
屋下，知道政策有过失的人在民间。
可见，当过官、后“废退穷居”的王充
也认为，执政者如果久居高位、脱离
人民群众，就难免耽于声色犬马而逐
渐消亡。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把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全党宗旨，始
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论在战争
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始终
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密
切联系群众作为我党优良作风贯彻始
终。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知屋
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谆谆
告诫全党切不可因高居庙堂而脱离群
众，要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要问政于
草野百姓，同时也体现出习近平总书
记对脱离人民、不听草野声音，导致党
群干群关系紧张的深深隐忧。

始终要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的位置

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感叹道：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
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
人，则足以抗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
则递三世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
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
哀之而不鉴之，以示后人而复哀后人
也。”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同样是告
诫全党要重视群众、关注群众，可谓语
重心长，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因此，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深
入草野问政，做一个与人民群众有血
肉联系的人民公仆。假如我党领导干
部不联系群众又不关心群众疾苦，那
就很难听到人民的真正呼声，自然也
无从了解施政之得失与民心向背，就
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始终要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警示我们党
的领导干部要了解人民的迫切愿望与
合理要求，并将其认真总结归纳，在此
基础上有的放矢，制定正确的政策与

策略，从而扎实开展党的新时期工作。
实际上，如果领导者不倾听或不

愿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与要求，反而
认为老百姓什么也不懂，没必要深入
实际调查研究，更没必要听取他们的
意见，那么这种做法就相当危险了。
古往今来，草野有贤良的例子不胜枚
举：曹刿，春秋鲁国平民，齐国伐鲁时，
献策于庄公，大败齐师于长勺；李泌，
唐代一介布衣，安史乱起，为肃宗出谋
划策，为平叛做出重要贡献；朱升，元
末石门隐士，朱元璋入徽州时，上“高
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建议，奠定明立
国之基……这些草野之民，初不过布
衣而已，但他们对当时形势把握程度，
却绝非寻常“肉食者”所能及，从而有
力地证明了“草野”亦可知政参政，且
有高见可陈。

其实，我们党虚心听取人民群众
的意见与建议，进而完善方针政策的
事例也不在少数：抗战时期，我党仔细
听取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意见，毛
主席对此非常赞成并采纳了其建议；
改革开放前，小岗村民联名上书要求
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序幕……反之，国民党背离、欺压人
民，对人民呼声漠然置之，甚至以白色
恐怖钳制民众的议论和批评，结果由
盛到衰，以失败而告终。

毋庸置疑，人民群众选择和坚信
中国共产党，并坚持跟中国共产党走，
这本身也是“草野”知政的体现。可有
些领导干部将人民群众视为无知无识
甚至称为顽民，这不能不说是背离党
的宗旨、损伤人民群众相信党支持党
的坚强信念的行为，更是失信于民的
举动。

问政得失，
须体察草野、尊重民意为要

《晋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惠
帝时发生一次大灾荒，百姓没有粮食
饿死不少人。消息传到皇宫，惠帝感
到奇怪，就问臣下：“没有粮食，那为什
么不吃肉粥呢？”这个例子虽然极端，
但却反映了不体察民情、不了解实际

的危害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那么，如何才能使根
本得以巩固？首先是要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和建议，其次是自觉接受群众评
议和社会监督。

一个有作为的领导者应当懂得：
只有深入基层，才能从群众那里获取
真实的批评和建议，了解施政的得失
成败，掌握真实的民情意愿。也只有
在归纳这些民论和舆情后，才能判断
出哪些政策是符合实际的、受百姓欢
迎的，哪些政策是脱离群众、惹老百姓
厌恶的。唯有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
议，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才能使各项
工作能够反映民生、民意和民愿，才能
确保各项重大决策能够尊重群众意
愿、反映群众心声，最终得到群众的普
遍理解和支持。

人们在批评的筛子里寻找一切奥
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因为我们
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
点就不怕别人批评。”习近平总书记也
曾要求广大干部要“在倾听人民呼声、

虚心接受人民监督中自觉进行自我反
省、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可见，我们
必须要正确看待批评，坦然面对批评，
真心接受批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
他说得对，只要他开展批评的出发点
是为民、为公，而非为己、为私，就应该
改正，这也是领导阶层密切党群干群
关系的关键所在。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
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
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
视君如寇仇”。孟子的话原指君臣关
系，但同样适用于为政者与民众的相
互关系。群众的爱憎是分明而且直
接的，他们会将自己的情绪和态度不
加渲染地表现在行动中，而人民群众
的力量又强大无比，对历史的发展具
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古语云：“得民
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非诳
语也。

唐太宗李世民常用“水可载舟，也

可覆舟”告诫臣下，因为李世民吸取了
隋朝灭亡的教训，以百姓喻水，以政权
喻舟，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生死存亡。
导致隋亡的炀帝杨广绝非庸才，征服
陈朝、典定科举、修建运河、开拓丝绸
之路，各项政治经济举措均功在后世、
利在千秋。但修运河征民夫夜以继
日，死者道路相枕；征高丽驱船匠早晚
不得休息，腰下皆腐烂长蛆。于是民
怨沸腾。而炀帝却置若罔闻，导致百
姓为求活命而蜂起暴动，天下死于役
而家伤于财。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人民是
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
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
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
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
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习
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发人深省，需要全
党引以为戒。

现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一再
引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的古语，这是古为今用，其意义非
同寻常。他不仅身体力行，亲身践行
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多次深入最贫困的山区与草
根百姓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想法与
建议，使我党赢得广大老百姓的欢迎，
而且通过自己的言行，为我党密切联
系群众、深入贯彻执政为民树立了榜
样，推动了群众民主参与意识的进一
步增强。

古语有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政党，就因为其扎根基础和服务对象
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中国人民。民心
向背是决定我们的事业能否不断走向
胜利的关键。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
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因而我们必须
要坚持与新时代同行，以实干担当践
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让我们的
党“大有大的样子”。

（执笔人：梁伟岸，呼伦贝尔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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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发
展历史中积累起来的精神成果，是维
系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和
人民的精神家园。

文化与经济，如车之两轮、鸟之两
翼，相伴相生。当下，我国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各领域成果丰硕，与此同时，
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也在不断
提升。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
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
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核心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以坚
定文化自信为基础，以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方向，以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手段，
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坚定文化自信之“本”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以坚
定文化自信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座谈会上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
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因为具备文化自信，唐朝以兼容
并蓄的宏大气派，接纳和吸收多元文
化成果，胡舞龟兹曲风靡长安，南亚的
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
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的祆
教、景教、建筑艺术等从唐帝国开启的
大门一拥而入，最终成就了大唐盛
世。鲁迅对此也曾给予高度评价，他
说：“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
抱有极坚强的根据，绝不轻易动摇他
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
极宽阔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

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
因为缺乏文化自信，明清之际文

化遭遇空前严酷钳制，忧思本土文化，
文字狱盛行，特务机构林立，“崇正宗、
灭异端”，抗拒外来文化，驱逐耶稣会
教士，残破的封建帝国在闭关锁国中
飘摇。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及至今日，民族自卑感仍然不同
程度存在。一个时期以来，学术界和
业界也曾缺乏自信，信奉白人至上、西
方至上，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群众中
也不乏崇洋媚外者，“哈美”“哈日”“哈
韩”成为消费文化中的普遍现象……
历史用血与火的教训告诉我们，“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面对几千
年文明发展历程沉淀的中华文化瑰
宝，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繁荣中华文
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之“途”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以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
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
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
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
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
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经朝代更迭，
以远古图腾、原始歌舞、诸子学说、诗
词歌赋等形式流传于世，中华文化“刚
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
合一”的基本精神得以传承，成为联系
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使得中华文明
迄今为止依然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出现较
晚，是党和人民在伟大斗争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用鲜血和汗水熔铸而
来，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丰富的精

神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
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其继
承和发扬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
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
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
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
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
作品。”

现实中，部分文艺工作者还存在
态度、学识、能力等方面的偏差，戏说
历史、强调宫斗、大胆穿越成为传统文
化的“雷区”；“手撕鬼子”“包子雷”等
场景，将抗日战争深刻的历史意义悄
然解构，在历史的伤疤上纵情欢乐。
当代题材陷入价值迷失、娱乐过渡、恶
俗低俗等怪圈，为迎合受众不择手段，
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

尼克松在他的《不战而胜》一书中
说道，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相信他们

祖宗留下来的文化，我们就不战而胜
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文化传播
中的乱象、怪相必须引起足够的重
视。现在，国内国外、网上网下都有些
言论，贬低中华文化，否定中华民族的
历史贡献，否定或歪曲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乱评改革开放，从
而乱我心智、毁我自信。而应对这些
负能量，增加正能量，就是要正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
史，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经常讲、反复
讲，保护好、理解好、传承好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

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之“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以激
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当下，全民创新创造恰逢其时。信
息时代到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宽
带技术、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运用，
以及信息终端的智能化、便携化，为全
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提供技术支持和硬
件支撑。借助自媒体平台，个人创新创
造的文字、声音、图片、影像等资源获得
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全民族的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凸显。“当年明月”“天蚕土豆”

“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等草根作家
由寂寂无声成为文化名人，《步步惊心》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如懿传》《凤
求凰》等网络文学改编为电视剧，IP价
值扩大化……文化领域百花齐放，跨界
融合成为常态，盈利模式不断创新，海
外市场逐渐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持续升级。

“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
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
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
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
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
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
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
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
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
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
实基础。

现实中，四大名著在日本早已被
动漫化开发，美国的《花木兰》《功夫熊
猫》等大片也将中国元素运用得淋漓
尽致。然而，四大名著为迎合日本受
众被改得面目全非，《花木兰》将美国
的价值观念贯穿始终。面对外国人对
中华文化的选择性解读，我们只有坚
持中国人讲中国故事，通过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铸就中华文化
新的辉煌，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而努力奋斗。

（执笔人：肖华，内蒙古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