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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neteen major reports emphasized “to create delicate gas that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cological wisdom”is no matter in the leve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 or Philosophy, ethics and art,All these constitute the culture medium of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way of thinking, methodology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ample.Specific "cultural gene"announces Self-cultivation,equality,harmonious political concept 

such as “repair oneself person”,“governing with courtesy”,“people-based”,“guide the people to be 

good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olitics in China. 
Based on this, We can discover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context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nd then explain its modernity realm in the 

comprehensive purifica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within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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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九大报告强调“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提出“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

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为此，我们回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作为现代中华文明

的重要基石，无论在政治、社会制度，还是在哲学、伦理和艺术层面上所蕴含的“生态智慧”，

都在思维方式、方法论及其样本意义上客观地构成了现代生态文明的培养基。其中特有的“文

化基因”中所揭示的“修己利人”、“为政以德”、“以民为本”、“导民向善”等修身、

平等、和谐的政治理念，为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此，我们可以在传承

与创新的语境中探索传统政治生态思想的实践逻辑，在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作中

阐释其现代性境界。 

 

1.引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然而，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

程，根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一切病毒，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确保党的旺盛生命

力与强大战斗力。那么，如何切实推进伟大工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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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

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为此，我们回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作为现代中华文明的

重要基石，无论在政治、社会制度，还是在哲学、伦理和艺术层面上所蕴含的“生态智慧”，

都在思维方式、方法论及其样本意义上客观地构成了现代生态文明的培养基。其中特有的“文

化基因”中所揭示的“修己利人”、“为政以德”、“以民为本”、“导民向善”等修身、平等、和谐

的政治理念，为当代中国生态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此，我们可以在传统与现代、传

承与创新的语境中探索并发现传统政治生态思想的实践逻辑，在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

态工作中阐释其现代性境界。 

2.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现状 

有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

的闸门；建立起新中国的毛泽东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挽救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为中

国找到了一条通往国家昌盛和人民富裕之路！回首二十世纪，各种思想的演变、竞争不仅在

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也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格局。尤其是中国，开展了一场卓有

成效的社会变革，书写出了一个时代最为传奇的篇章。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共产党如何

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

要山清水秀。何谓政治生态？即“是一种执政环境，健康的政治生态意味着有理性的政治主

体、良好的政治制度、积极的政治意识和规范的政治行为。”[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

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3]以无私斗争精神开启

了革命性锻造，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党内的政治生活也展现出新气象。然而，

祛除顽疾远非一日之功！十九大再次敲响警钟：“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

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

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某些地方或部门政治生态不健康、从

政环境恶劣等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庸俗乃至病态的官场文化依旧在蔓延，关系网，不讲党性

讲私情、不讲奉献讲索取……  

3.传统政治生态思想的实践本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省思 

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这种“样法”对于人们理想生活的追求以及

为实现此目标而选择的道路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为人们理解和把握

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一种后传统的文化取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由于全球化的到来而使传统

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现代价值。相反，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时代省思，真切感悟民族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历史传统，把握其应有的历史性话语、

民族性立场以及世界性视野，抱有文化自觉之沉静以及历史、现实之忧患意识，在这种沉静

与忧患的意境中找寻到问题的独特视角以形成真切的思想见解。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血缘

关系基础之上的。因此，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如

何去理解并阐述这个问题呢？首先，从维护封建制度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宣扬

的伦理道德思想一方面减少了治国成本，另一方面也使得中世纪的中国虽然专制但却不黑

暗，这一点在人类同期发展史上的确堪称为奇迹。其次，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尽管我们曾

经试图将“传统”打倒，但是照旧还是要生活在传统中。第三，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一方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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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时间里创造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而另一方面又能够有效地化

解现代化进程中诸如贫富差距过大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人际冲突，传统伦理思想之功不可否

定！中国人所崇尚的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的“和谐有序”、“责任奉

献”，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

命源泉。因此，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省思绝不只是需要一个内涵性的解释，而是更需要

一个深层次意义性的挖掘，亦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

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

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4]因此，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把握应该是在现实性境

界之中，才会深切感悟其“活的传统”之历史性与现实性意义。于此，《礼记》中“小康”概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中的运用，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憧憬

安定、祥和、富足的社会生活状态的一种表达，也是对社会富裕和发达程度的现代性的阐释，

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中华优秀文化“活的传统”的经典范例。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

‘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5]要让传统在延续中变革，让文化在

变革中发展，将文化的传统性与实践的现实性进行有机地结合。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趋善与求治的政治生态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是趋善和求治，不仅注重道德自我觉醒，更注重治国理政。“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传统为官、为政、为人的思想准则，要求为官者做到修己利

人、导民向善、以民为本、清正廉洁……这一文化精髓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自古以来始终

在发挥着教育人、激励人、塑造人的重要作用，并且在当代社会已经逐渐成为了廉政建设进

步与发展的内在灵魂。众人皆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汉民族文化圈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中

比较典型的就是新加坡，这个国家所继承的华人先辈许多价值观和人生观直到今天还很实

用。譬如新加坡尤为注重通过廉政教育去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性认同，一方面，从思想上

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教育，要求他们做到廉洁奉公，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廉洁自律的能力，

塑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全民的廉政教育，在全

社会范围内形成“视贪腐为千夫所指”的共识，将“治理腐败的最好的预防措施存在于谴责和声

讨腐败者的公共舆论中；也就是说存在于一种社会共识中：即使进入了监狱，腐败带来的耻

辱还是无法得以清除。”[6]可以说，新加坡的廉政教育是从端正根本、从思想源头上树立起了

公民的廉耻观念，让这个国家成为了反腐败的世界级标杆，并以此验证了圣人之言：“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7]5 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新时期，寻求根存于中国人生活与精神中的文化

基因，将那些积淀于中国人生命与生活中的精神思想挖掘出来，使之成为“活的传统”，应该

是清除影响党的先进性与弱化党的纯洁性因素的有效方法。 

4.传统生态政治思想与现代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意义性逻辑 

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只是历史逻辑的时间关系，更多的应该是文化传统和现代生活意义

的关系。发端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小康”、“大同”、“治世”以及“天下”等精神思想几千

年来一直在激励着中国人的价值理想与追求。因此，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将其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实践之中。 

（一）“以民为本”之思想精华 

《尚书•五子之歌》中载：“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里讲国家的根本

是人民，人民的安居乐业和殷实富足则是国家安宁和谐的基本保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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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这些思想从本质上来讲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精神，而且其作

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资源，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并

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光耀曾说过一句话：“人心是有情的水，

能载舟也能覆舟；人心是无形的碑，记载着为官者的千秋功罪。”[8]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

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善于汲取“以民为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将为民

造福作为根本的政治担当，才能换来海晏河清。 

（二）“修君子”之身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修身”，《大学》中所讲的“古之欲明之德求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之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精辟的、超强逻辑性的语言描述了儒家理想人格修养的一般过程。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员干部唯有弘扬

忠诚老实、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才能营造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而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人格修养精神，倡导“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

之，信以成之”[9]，“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7]101，对于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

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推动

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使命不懈奋斗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躬行践履”之品质 

中华传统文化的务实精神倡导“惟在实学，实习，实用之天下”，强调要将崇高的道德品

质“躬行践履”，将优秀的道德品行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大学》里把“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作为个人道德修养需要完成的四个目标。在儒家看来，道德素养的提升、人本精神

的高扬、忧患境遇的摆脱、和谐安康境界的实现，皆是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努力作为

的结果，因此，儒家圣人大多是躬行主义者，反对坐而道论。中华传统文化这种注重“躬身

亲行”，注重脚踏实地的思想自然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

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

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7]101 在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关键期，需要求真务实，需要扎实的工

作作风和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党员干部唯有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才能永葆本色，

政治生态也自然呈现出朗朗乾坤。 

总之，没有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没有民族文化的弘扬与繁荣，就不会有中国梦的实

现。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延绵最悠久的文化，其中的精华作为五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所蕴

含的现代性力量被弘扬和传承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其中的政治生态思想更是新时代营造良

好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重要的思想道德资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迪，值得我们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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