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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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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文化是人在与动物不同的谋生存和谋发展的生活方式中形成和沉淀下来的东西遥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息
息相关袁但是文化发展对民众生活的具体影响却很少有人探讨遥 因此袁梳理我国当前文化发展现状袁分析文化发展现
状对民众生活的具体影响袁探讨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的一般关系袁展望未来文化发展的趋势袁对于我们构建支撑人民
幸福生活的文化至关重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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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在与动物不同的谋生存和谋发展的

化与外来文化等区分遥 其中袁传统文化流传下来的

生活方式中形成和沉淀下来的东西遥 马林诺夫斯基

部分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成果和一些外来思

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尧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遥 无

潮共同构成当代文化的主要内容遥 我们把包括物质

论哪种文化袁都从人本身出发袁发展的最终目标都

文化尧 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文化称为广义文化遥

是为了改善人们生活遥 文化发展与一个国家民众的

本文对文化现状的考察以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幸福息息相关遥 幸福指数居世界第一的不丹人认

文化为主袁主要探讨包括信仰尧信念和道德等在内

为院野一个没有保持自己丰富文化的国家袁人民的选

的文化价值观袁 相当于广义文化中的精神文化袁它

择性与福祉都会减损袁并且大受限制遥 冶

[1]渊P11冤

文化就

像一个无形的宝藏袁身处藏品丰富的宝藏中的人们

提纲挈领地贯穿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遥 当然袁我们也
会涉及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遥

总会有更多的选择和收获袁有更多的精神力量支撑

渊一冤传统文化及其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自己的生活遥 在实现中国梦尧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

我们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袁这五千年文化的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的当下袁构建幸福文

核心从学科上说是哲学尧从思想流派上说主要是儒

化尧 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遥

家学说遥 当然袁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融合

为了构建和发展能够更好支撑人民幸福生活的文

了佛家和道家等流派的思想遥 以物质文化尧精神文

化袁必须清楚我们当前的文化现状袁以及什么样的

化和制度文化的三分来衡量袁传统文化中的物质文

文化才能不断提升民众幸福等问题遥

化并不发达袁以墨家始终没有在思想史上成为过主

一尧文化发展现状及其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流可见一斑袁这对于我们今天在物质层面提升民众

总体来讲袁 受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影响袁

幸福的作用有限遥 但是袁从人自身的系统尧人与自然

当前我们的文化多元共存是个不争的事实遥 在多元

关系的角度讲袁传统物质文化层面对野天人合一冶思

文化的构成中袁也存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尧本土文

想的贯彻和落实对于个人身心健康尧 社会环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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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作用是很大的遥

繁复的程序和仪式遥 这可能是今天仍然盛行的形式

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也是立足于农业社会

主义作风的文化根源之一遥 第二袁除了形式主义之

的袁其中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考值得反思袁但是

外袁对于王权和父权权威的绝对服从观念在今天的

作为立足于封建社会的制度本身属于应该摆脱和

官本位作风中仍然可以看到其影子遥 这些对于现代

超越的东西遥 传统文化中的制度文化表面上博大精

公民社会的建立和个人责任感的培养都是很不利

深袁实质上历朝历代国家治理无非都是以明君和清

的遥

官为主体袁以人治和德治为主要治理方式袁以野学而

但是袁儒家文化模式所讲的野修身尧齐家尧治国尧

优则仕冶为主要择官标准袁以野君君尧臣臣尧父父尧子

平天下冶袁即个人修身是家庭和国家发展的最基本尧

子冶尧野三纲五常冶的等级制为根基遥 所以袁传统文化

最基础的东西袁这是有助于社会发展的遥 正因为如

中的制度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袁 经济文化不发达袁

此袁许多有识之士都强调社会变革的关键在于野新

而且晚清时候袁政治尧财政尧金融和军事等就已经落

民冶袁如梁启超主张野少年强袁则国强曰少年雄于世

后于西方袁在今天更是落后于时代遥 不过袁正如马克
思所揭示的袁 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会有相对独立

界袁 则国雄于世界冶袁 鲁迅也因此 野俯首甘为孺子
牛冶袁 都是把社会发展彻底改观的希望寄于下一代

性袁 虽然它最终会伴随社会存在的变化逐渐消失袁

国民自身的素质尧学识尧观念和能力的根本改变基

但是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其影响仍然会存在遥 因

础上遥

此袁尽管我们通过疾风骤雨式的革命打碎了封建皇

所以袁传统文化虽然源远流长袁但是其中既有

朝的国家机器袁但是传统文化的制度文化仍然以官

精华也有糟粕袁 要依靠传统文化支撑民众幸福生

本位等文化为代表流传下来袁并且成为我们今天推

活袁需要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尧扬长避短袁需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阻力之一袁对

要我们依据人的发展将传统文化现代化遥

于今天实现和提升民众幸福的不利影响十分明显遥

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文化重视追求 野形而上冶的

渊二冤马克思主义文化及其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1911 年封建王朝被推翻袁各种外来思想纷纷涌

东西袁通常称之为野道冶或者野理冶遥 这个野形而上冶的

入我国袁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遥 不过一般认为

东西往往是一个文化的基本精神袁它贯穿于社会的

马克思主义引起当时 先进知识 分子的注 意始 于

政治尧法律尧道德和风俗习惯遥 以儒家思想为例袁这
个野道冶是野内圣外王冶之道袁以野内仁外礼冶落到现实
之中遥 野仁冶主要指道德袁野礼冶是体现野仁冶的一系列

仪式遥 野内仁冶在现实中通过野外礼冶体现出来袁即道
德在社会中处于主宰地位袁在政治上表现为为政者

要以德服人袁在经济上表现为重义轻利袁在文化上

1919 年遥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袁马克思主义成为
共产党人的自觉信仰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拥有了领导地位遥 1978 年
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冶的大讨论袁重新恢复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主旨要要
要实事求是思想袁并继毛
泽东思想之后诞生了邓小平理论尧三个代表思想和

表现为忠于君尧孝于亲遥 本尼迪克特认为野一种文化

科学发展观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袁这些无

就如一个人袁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的思想和行动的

疑都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模式遥 冶 儒家思想就体现了这种文化是一个统一模
[2]

式的存在和发展方式遥

英国学者约翰窑B窑汤普森在 叶意识形态与现代

文化曳一书中曾经说过院野我们面对社会与政治现象

儒家文化模式重视伦理袁但是把伦理道德政治

时并非一片空白院我们根据由过去传下来的概念和

化的做法是与宗法制度一致的袁这阻碍了政治文明

理论来观察这些现象袁我们也根据现在出现的种种

及民主和法治的推行和落实遥 第一袁这种野内仁外

发展来逐一修正或取代尧批评或重构这些概念与理

礼冶文化模式中野内仁冶的道德标准定得过高袁成王
成圣是其唯一目标袁 实际上基本没有人能够达到袁
因此这个标准就失去了约束和规范作用遥 没有野内
仁冶支撑的野外礼冶就不再是诚信之下的笃行袁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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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遥 冶[3]不过袁1949 新中国成立之后袁特别是 1949 年
至 1978 年之前这段时间袁 我们更多的是根据马克

思主义理论而不是 野过去传下来的概念和理论冶来
观察和评价国内外的社会和政治尧经济现象袁由此

纯粹的形式袁可是这些形式却是人们评价野内仁冶与

可见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之大遥 在这段时

否的主要依据袁于是野外礼冶畸形发展袁形成一套套

间内袁马克思主义文化几乎取代了传统文化袁独自

丁春华：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

发挥着主流文化的社会功能袁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

常重要袁直接关系到支撑民众幸福的文化的构建遥

上发挥的主要是意识形态功能袁直接影响着民众的

渊一冤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关系

生活遥 然而袁此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仅限于革

首先袁 文化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不能截然分开的遥

命年代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袁而且当时我们对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冶袁简单地

主义的理解和把握受前苏联影响很大遥

说袁就是社会的物质方面的发展水平对精神方面的

1978 年的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冶大讨

发展具有决定作用遥 马克思说院野人们的观念尧观点

论开始了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时期遥 这

和概念袁一句话袁人们的意识袁随着人们的生活条

个时期袁 我们逐渐摆脱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

件袁人们的社会关系尧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

响袁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出了邓小
平理论尧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

变袁这难道需要深思才能理解吗钥 冶[4]渊P291冤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袁这是从追本溯源的角度和社会总体发展的

中国化新成果遥 马克思说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

角度说的院就社会最初的产生而言袁物质的东西总

不是不重要袁关键是解释世界不是目的袁解释世界

是主要目的袁在实现这个目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意

方式解释世界袁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遥 冶[4]渊P57冤解释世界

是在先的袁人在从动物向人进化的过程中袁谋生存

的目的是改变世界遥 1978 之后我们的社会发展遵循

识遥 从社会总体发展讲袁虽然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

的就是在合理解释世界的基础上尽快改变世界的
原则遥 在这个原则指导下袁我国经济总体水平不断
提高袁但与此同时也存在重经济轻环保尧重城市轻
农村等问题袁地区差距尧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以及
环境污染等影响着民众生活质量提高遥21 世纪以来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其更深刻地体现着马克
思主义为人和求实的精神主旨尧更系统地把握社会
发展全局袁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遥 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提出了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生态和社会野五位一
体冶的总布局袁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方案袁 这些对于提高民众幸福的作用都是显而
易见的遥

总之袁 马克思主义自 1949 年开始取代以儒家

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成为主流文化曰1978 年以来改革
开放后袁其他外来文化也不断传入我国袁传统文化
的影响也有所恢复袁 如今传统文化以其深厚的根
基袁仍然是社会文化底蕴的主要内容之一遥 因此袁马
克思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化的

会影响社会存在袁不过社会意识的发展总是有其社
会存在根源遥 所以袁社会意识不会也不能超越或者
落后于社会存在太多袁否则它无法落于实处遥 如在
19 世纪 40~50 年代袁当时的德国经济和政治发展落
后于法国袁 却把法国思想界的最新文献引入德国遥

马克思因此评价德国的学者说院野他们忘记了院在这
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袁法国的生活条件却
没有同时搬过去遥 在德国的条件下袁法国的文献完
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袁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
式遥 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尧关于实现人的

本质的无谓思辨遥 冶[4]渊P298冤也就是说袁德国虽然在文化
精神方面跟上了法国的脚步袁但是这种文化远远超
越德国的社会状况袁这种文化在德国不具备得以落
实的社会状况和生产力水平袁因此这种在法国推动
社会发展的文化在德国无法起到同样的作用袁只能
形式主义的空谈一番袁对于触动和改变现实毫无作
用遥 因此袁文化发展本身受到社会环境和生产力水
平的制约袁不是随意把符合时代的文化野嫁接冶到不
同的社会环境中都能正常存活和发挥作用的遥

两大主要部分袁把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

其次袁文化发展的独立性也是不能抹煞的遥 马

融合袁建设现代化文化袁是通过文化发展支撑尧提升

克思主义也强调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反作用于

民众幸福生活的内在要求遥

社会存在袁如在社会改革过程中袁思想启蒙常常起

二尧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对民众幸
福的一般影响

着先导尧开路的作用袁实际的改革措施及其落实往
往在思想启蒙之后遥 文化也是民生袁这是近些年来

正视文化的现状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化和发

我们关于文化对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感提升的

展文化袁而文化发展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发展的袁它

作用不断深入认识的结果院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

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的公平和公正程
度遥 因此袁理清并正视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非

野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冶袁到后来野促进文化产业快

速发展袁 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冶袁 再到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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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冶袁文化与

其他省份的考生只有比北京尧上海和天津等地的考

要追求幸福的生活袁从政府角度来说袁也包含要解

这些城市的大学就读袁但是毕业后这些外地学生如

民生逐渐有机地融合遥 野我们今天要建设幸福生活袁
决文化层面上的民生问题遥 冶 作为民生的内容袁文
[5]

生的分数高 100 分以上袁才能和当地考生一样进入
果没有在当地找到可以落户的单位袁户籍就要打回

化发展不再是社会发展的点缀袁而是社会发展必不

原籍袁而这些毕业生的原籍多在农村遥 清华大学社

可少的部分袁而且文化这个野部分冶是渗透在社会方

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野在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断拉

方面面的袁而不仅仅限于教育尧艺术和体育等领域遥

大的情况下袁 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

文化作为社会的人文底蕴袁是社会的血脉袁血液循

题遥 而这个问题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袁而是一个

环不好的地方袁幸福显然难以实现遥

社会结构的问题噎噎关键的问题是袁我们的公共政

渊二冤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民众幸福
的影响

策不能只满足于将下层耶不出事爷作为目标袁而是要
真正改善下层生存的生态环境袁使得这里能够成为

文化发展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袁但是离不开社
会发展袁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会直接影响文化发展
以及文化支撑幸福的能力遥

一个可能比较困苦袁 但仍然是存在不少生存机会

的尧有向上流动希望的社会空间遥 冶[7]在社会贫富差
距严重的情况下袁教育公平对于改善民生尧提升经

首先袁我国地区之间尧城乡之间尧社会各个阶层

之间的贫富差距影响文化发展和民众幸福遥 2011 年

济贫困的民众的幸福感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袁如果
教育再令弱势群体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袁社会结构

开始袁国家实行图书馆尧美术馆尧艺术馆等文化场馆

固化就很难打破袁就将有很多民众因此失去通过文

免费的政策袁这个措施在社会大众中激起很大的文

化发展实现和提升幸福的机会遥

化效应袁更多的地方认识到票价动辄几百尧上千的

再次袁当前我国的整体文化环境还没有从传统

文化场馆的表演不利于文化民生的发展遥 曾经需要

完全转为现代也影响着文化发展和民众幸福遥 我国

昂贵费用的消费场所免费开放袁无疑会方便更多普

历史上曾经历经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曰之后是半殖民

通收入的民众在闲暇时纷纷走进这些文化场馆袁增

地半封建社会为主袁其中还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

加文化底蕴袁感受艺术的魅力袁丰富生活内容袁提升

萌芽曰新中国建立之后袁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苏联

生活质量遥 然而袁在经济欠发达和落后的地区和城

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袁 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袁直

市袁没有图书馆尧美术馆尧艺术馆等文化场馆袁也没

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遥 在社会变革过程

有经济能力修建这些文化场馆袁这些地区和城市的

中袁常常是几种社会形态的特点共存袁当前这种情

民众就无法通过这个途径提升幸福感遥 而且野我国目

况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遥 于是除了文化全球化带

前分配不公尧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尧基尼系数大大超

来的文化多元化之外袁野传统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袁

限噎噎一句话袁 分配不公已经触及社会公平底线袁

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袁后工业文明的文化精神

没有公平的物质利益分配袁国民就谈不上幸福遥 冶

[9]

分配公平尧社会公正历来是实现和维持幸福生活的

100

第 12 卷 第 6 期

同时冲撞和挤压着中国民众的精神信仰世界遥 冶[8]从
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袁 时空压缩导致农业文明尧

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袁 如果这两个条件不满足袁那

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同时在场袁并且影响人们的

么谈通过文化发展实现幸福就如同画饼充饥尧望梅

思想观念曰农业社会被取代袁但是封建文化的影响

止渴遥

没有根除曰工业文明已经在被扬弃的途中袁但是我

其次袁教育不公平等也会影响文化发展和民众

们还没有整体达到工业社会的技术水平遥 新的价值

幸福遥 教育历来被称为社会的野平衡器冶袁是社会各

观尚在建立之中袁各种文化观念以获利为目标进行

个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曰 如果教育发展不公

着博弈遥 这些也都影响着我国的文化发展水平参差

平袁那些无法接受教育尧没有接受到较高层次教育尧

不齐尧良莠共存袁一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甚至主宰

没有接受到较良好教育的人们袁往往因为文化知识

着某些人的思想遥

水平低或者学历低被排除在许多社会活动之外袁失

总之袁社会发展不平衡直接导致文化发展不均

去通过文化发展提升幸福的机会遥 如高考以学籍所

衡袁进而影响文化支撑民众幸福生活的能力遥 党的

在地决定考生录取以及录取分数线的做法就导致

十八大提出野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

丁春华：文化发展与民众幸福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

大作用的制度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尧机会公平尧规
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遥 冶社会发

展有了权利公平尧 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保障袁文
化公平发展才成为可能袁文化支撑幸福的作用才能

坏的根本标准就是这个社会中的普通民众的具体
生活状况遥 因此袁遵循以人为本发展文化袁应该以
野现实的人冶为本袁根据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改变
来调整文化发展具体内容袁满足民众对文化的需要遥

渊二冤提升民众幸福的文化应该以身心统一的

落于实处遥
三尧文化发展趋势及其对民众幸福的影响
如前所述袁我国当前文化主流内容是由马克思

人为本

马克思在 1845 年的叶德意志意识形态曳中曾经

主义文化尧 传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思潮共同构

指出院分工使人一辈子局限在某一领域尧行业和职

成袁要发展文化袁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

业遥 在当代工业社会中袁分工更加细致袁人也容易变

化袁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袁立足我国现实融合马克

得更加片面遥 大家都知道野盲人摸象冶的故事袁这个

思主义文化尧传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遥 这里的关

故事就描述了当人局限于自己狭小的认知时袁是无

键是我们遵循什么原则来推动文化发展和构建未

法形成对野大象冶的整体认知和正确认识的袁没有合

来文化遥 荷兰学者皮尔森在叶文化战略曳一书中指

理的认识为基础袁合理解决问题也是不可能的遥 但

出院野所有的文化袁即使是最原始民族的文化也不例

是袁这种生活领域狭小尧生活内容单一的状况在当

外袁 都可以看作是人对其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

代普遍存在袁美国学者马尔库塞称这种状况的人为

与不合理的区分袁只有那些合理的方式才能成为幸

的观点袁野单向度的人冶就是异化了的人袁是人的发

式遥 冶[9]野人对其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冶也有合理

野单向度的人冶袁强调其思想简单尧单向遥 按照马克思

福感持续提升的源泉袁只有坚持和落实人本维度的

展的非正常态袁是需要改变的状态遥 因此袁提升人的

文化才是合理的方式袁而落实人本维度的关键在于

幸福的文化绝不能以此野人冶为本遥 实质上袁当代各

如何认识和看待野人冶遥

国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的发展的这种

渊一冤提升民众幸福的文化应该以野现实的人冶
为本

偏颇所致袁如环境污染问题就是单纯尧过度强调人
的物质丰富需要而忽略了环境等其他方面需要袁结

按照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袁野现实的人冶是社会历

史的前提和起点袁也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出发点遥 野我

果南辕北辙袁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质量袁实质
上却降低了生活质量遥 不丹的经验认为袁野如果国家

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袁 不是教条袁而

发展是以人为本袁 那么就应该照顾到人的完整需

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遥 这是一

求袁亦即兼顾身体和心灵袁而且后者渊心灵冤甚至可

些现实的个人袁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
件袁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
的物质生活条件遥 因此袁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
的方法来确认遥 冶

野现实的人冶是指有生命的尧

[4]渊P66-67冤

能需要受到更多的关注遥 冶[1]渊P16冤

与野单向度的人冶相反的是全面发展的人遥 全面

发展的人是怎样的钥 勒蒙泰说院野我们十分惊异袁在
古代袁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袁同时又是杰出的

有需要的尧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尧生活在具体的

诗人尧演说家尧历史学家尧牧师尧执政者和军事家遥 这

生产力水平中尧受当时历史条件制约的人曰野现实的

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遥 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

人冶不但生活在具体的自然尧物质环境中袁而且有与

自己筑起一道藩篱袁把自己束缚在里面遥 我不知道

客观环境相应的主观思想遥

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会扩大袁但是我却清楚

的袁其本身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遥 野正像一切

了冶袁不是指身体变化袁指的是认知领域尧精神世界遥

野现实的人冶不是天然存在的袁也不是一成不变

地知道袁这样一来袁人是缩小了遥 冶 [4]渊P169冤野人是缩小

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袁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

精神世界广袤袁心胸才能宽广袁人才能宽容袁文化才

史袁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袁因而它作

能兼容并蓄遥 当然袁全面的人指的不是每个人都必

为形成过 程是一种 有意识地 扬 弃自身的 形成过

须什么都必须懂袁但是不应该过度限制人的兴趣和

程遥 冶

[10]渊P326冤

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具有一致性袁人在不

爱好袁避免人成为抽象尧片面的野单向度的人冶遥 马克

断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发展袁人本身的发展

思也指出野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噎噎同样袁他也是

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遥 所以评价社会发展好

总体袁观念的总体袁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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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存在噎噎冶[10]渊P302冤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袁但

人性中并被马克思一语道破的对人的自由全面发

是这个个体不是抽象的袁而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野总

展的渴求遥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袁追求幸福的

体的人冶袁是身心有机统一体遥 对待一个人要把他作

方向与人的解放尧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袁追

为一个整体看待遥

求全面发展的人的实现就是提升民众幸福的方向遥

文化发展以身心统一尧思想连续尧全面发展的
人为本意味着院第一袁人是一个总体袁要兼顾人的多
种需要袁 不能只顾外在而忽略人的内在需要的满
足曰第二袁人是一个总体袁不应该孤立尧片面地强调
和突出人性中的某个或某几个成分袁否则无法全面
提升人的幸福感曰第三袁幸福不是外在强加给人的袁
也不是谁能赋予个人的袁 需要每个自由个体自主尧
自觉尧自为地去创造曰第四袁追求幸福本身也是一个
丰富自我尧完善自我的过程袁野全面发展的人冶的实
现并不是文化发展的终点袁而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
起点遥
文化发展以野现实的人冶尧野总体的人冶尧野全面发
展的人冶为本袁这样的文化不但能够现实地支撑起
民众的幸福生活袁同时也能够引导民众向更幸福的
方向前进遥 这也是我们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得出的
结论遥 我们只要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袁就会发现袁正
是由于打破了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旧体制并按市
场逻辑不断推进的改革袁才把生产力从计划经济的
桎梏中解放出来袁 才有了后来 30 多年蓬蓬勃勃的
大发展尧大繁荣遥 贯穿其中的是人的解放袁是深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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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People's Happiness
DING Chun-hua

渊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Fuzhou Fujian 350014,China冤
Abstract: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happiness. It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culture development is to improve people's life. The crucial problem is what culture we have and if our
culture can satisfy people's need? If it can't, we need what culture to do it ? So ,we discuss these questions in this article:
first, the actualities of our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to people's happiness; seco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development of cul鄄
ture and society; third, the directio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being in harmony with people's development.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culture; humanism; happiness曰justice; id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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