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与功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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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文化现象，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内涵与价值元素。传统节日

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与社会功能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认同、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在现代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节日面临着观念的淡薄化、活动形式的单调化、文化寓意的庸俗化

和西方节日的冲击与挑战。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保持固有民族特色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动传

统节日的现代转型；要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依托，增强传统节日的群众参与性与文化形式的丰富性；要

以政府为主导，推动传统节日运作模式的革新与节日文化品牌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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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

带，是推动国家进步的价值力量。一种价值观要真正

发挥精神纽带与价值力量的作用，就必须立足本国优

秀传统文化，让人们在优秀文化传承中感知与领悟；

就必须着眼于社会实践，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培育与

践行。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文化现

象，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层文化内涵与价值元素。传统

节日文化既能够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

富的文化源泉，又能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供重要的载体，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生活化与大众化，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转化，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概述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

日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精神价值，集中体

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

的精神世界。
1.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传统节日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形成的一种体现民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

与生活方式的文化形式。从传统节日的基本结构的角

度来分析，传统节日集中体现了社会关系结构和交往

方式，在基本结构上包括时间节点、特定仪式、象征意

涵等方面。按照经验功能主义大师罗伯特·K.默顿的

中层功能分析范式来理解，“时间节点”与“特定仪式”
是传统节日外在的、显性的物化表征，是社会成员在

特定的时间节点以特定的仪式进行的纪念或庆祝活

动；“象征意涵”则是传统节日内在的、隐性的文化隐

喻，是传统节日所具有的承载文化传统、塑造民族精

神与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功能。从传统节日的文

化内涵角度来分析，“我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主要

体现在自然文化、社会历史文化、个体生命文化三个

方面，这是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三个重要属性”①。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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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自然文化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由于植根于农

耕社会，传统节日集中体现了农耕社会的生产方式与

生活方式。传统节日在日期选定、仪式的设定与饮食

的选择上，都以自然节气的规律性变化为依托，体现

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反映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相

互依存的“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其次，社会历

史文化上崇尚和谐团结、忠义爱国的价值观。作为传

承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传统节日具有一定的社会历

史属性，在维系民族团结与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传统节日为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

理想和愿望提供了一定的寄托方式，民众通过参与祭

祖、拜年、访亲、联欢等多种节日仪式，有利于人际关

系的融洽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传统节日还具有

民族性的特点，借助各种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因子

的庆祝仪式，传统节日能够超越地域、阶级、民族与时

空的界限，有利于民族情感的凝聚与爱国精神的培

育，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再次，个体生

命文化上反映了关怀生命、热爱生活的生命观。以人

为中心，满足人的需要是传统节日的主要内容。传统

节日中以人的需求为主导，注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

个体生命价值的体验，蕴含了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健康

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传统节日关怀生命、珍爱生命的

价值取向。作为传统节日的主体，人们通过参与传统

节庆礼仪，能够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形成和谐

的人际交往，又能够寄托人们对未来的企盼和希冀，

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这是传统节日关怀生命、
热爱生活的个体生命文化的自然表达与重要体现。

2.传统节日的精神价值

作为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传统节日集中展

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思维模式与伦理道

德，对于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构建

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具有独特的价值。首先，传

统节日能够加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文化及其认

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

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

在。”② 传统节日所呈现的丰富的文化符号,是民族文

化认同的重要表征。借助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与节日

仪式，传统节日能够增强社会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认

知与认同，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得以不

断传承，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得以不断延续。其次，传

统节日能够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深

厚的文化底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支撑与精神

力量。文化自信是培育民族自信心的精神基础，借助

节日庆典、节日饮食与节日艺术活动，传统节日集中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促进了民族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能够激发社会成员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

主义情怀，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强化民族情感与增强

民族凝聚力。再次，传统节日能够推动中华民族共同

精神家园的构建。传统节日所凝结的丰富的民族感

情，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借助

丰富多样的传统习俗和礼仪形式，传统节日寄托了民

众期盼国泰民安的美好理想和共同愿望，表达了民众

向往幸福生活与和谐人际关系的精神情感。这种精神

寄托与美好愿望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精神纽

带，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精神力量与情感

支撑。
总之，传统节日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独特的节

日活动特点，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

界，对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民族力量的凝聚具有重要

的价值意义。

二、传统节日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缩影和表现形态，传统

节日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与社会功能对于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认同、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1. 传统节日所具有的文化特性有利于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认同

所谓文化特性，是指事物在文化层面所展现出的

特有性质、特殊的品性与品质。传统节日的文化特性，

是指传统节日具有的反映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特质的文化品性与品质。从历史起源发展来

看，传统节日根植于农耕社会，发展于民间社群活动，

这决定了传统节日在节日参与、节日活动与教化方式

上具有群众性、周期性与隐性化的特点。这些文化特

性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和认同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首先，节日参与的群众性有利于推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由于起源和发展于民间，

传统节日的文化生存方式具有广泛的群众参与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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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共同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广大民众能够自觉

地参加各种节日礼仪和节日庆典，并在特定的时间节

点与节日活动中培养集体意识与增强民族认同。因而

在参与的广度、深度，以及对于民众的影响力和辐射

力等方面，传统节日具有独特的优势。传统节日的这

一文化特性，有利于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

基础，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其次，

节日活动的周期性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认同。在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下，传统节日的时间

安排与活动内容大都与时令节气相关，因而在时间节

点与活动内容上具有周期性和重复性的特点。广大民

众以年为周期，不断地重复着每个传统节日的节日礼

仪与节日文化，这种循环往复的节日行为有规律地增

强了民众对传统节日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道德观的

认知与认同。传统节日的这一文化特性，能够推动民

众个体价值观的构建与个体行为的引导，将内化意识

与外化行为有机统一，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大众认同。再次，教化方式的隐性化有利于增强

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实效性。由于传播

特点的非强制性，传统节日对民众价值观与道德观的

影响和教化具有隐性化的特征。通过参与丰富多样而

又喜闻乐见的节日活动，民众以亲身经历对传统节日

的文化内涵有着切身感受与情感体验，这种现实体验

以潜移默化的隐性形式，对民众的价值观念、思想信

仰与行为规范的教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节日的

这一文化特性，有利于民众自觉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有利于提升民众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效果。
2. 传统节日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有利于推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传统节日的文

化内涵与节日礼仪已经深深融入民众的精神世界与

日常生活，发挥了引导思想观念、涵养精神情感、评判

道德选择、约束规范行为等重要功能。这些社会功能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首先，传统节日能够引导人们培养正确的

思想观念，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

想保障。传统节日文化所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关系，所追求的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对

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生命观都起到了

正面引导的功能，对于人们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具有

重要作用。其次，传统节日能够涵养人们的精神境界

和心理情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精神动力。传统节日仪式和习俗活动中所蕴含的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神,所体验的追求真善美的内心感悟与

心理情感，对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充实与节日情感的体

验起到了培育和涵养的功能，对于人们培养崇高的精

神境界与积极的心理情感具有重要作用。再次，传统

节日能够发挥道德教育和评判功能，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道德约束的力量。传统节日所

包含的道德准则与道德评判标准，所倡导的道德传统

与美德，对于人们的道德思想与道德行为起到了教

育、评判与规范的功能，对于人们自觉提升道德境界

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传统节日礼仪活动能够约束人

们的行为规范，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供日常行为规范与标准。传统节日礼仪所包含的公共

生活伦理准则，所蕴含的以和为贵的伦理思想，对于

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具有约束和影响的功能，对于强

化人们的公共意识与规范人们的日常公共行为具有

重要作用。

三、传统节日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原因分析

传统节日承载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符号，传承了民

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在中华文化发展与进步中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代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的背景

下，发轫于农耕文明的传统节日却面临着严峻的发展

困境与危机。
1.传统节日面临的现实困境

伴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

多元复杂的状态，传统节日受到了各种冲击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统节日观念的淡

薄化。传统节日是建立在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体

系上的。而伴随着这种文化体系的瓦解，传统节日失

去了其存在的文化依托。当前，由于缺少对传统节日

的宣传、重视与保护，许多传统节日没有具体的礼仪

庆典活动，节日气氛严重缺失，许多传统节日逐渐简

化成为一种日期的标示，这消解了民众对传统节日的

文化理解与精神向往，导致民众的传统节日观念逐渐

淡漠。其次，传统节日活动形式的单调化。丰富多彩的

节日活动形式是传承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与增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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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文化魅力的重要内容。然而，当前许多传统节日

的活动形式与民俗礼仪已经被抛弃和遗忘，传统节日

活动形式呈现单调化，甚至被异化的局面。许多传统

节日沦落为“购物节”“美食节”，人们将传统节日简单

地理解为休闲的假日，而传统节日的精神内核与文化

内涵却被抽空。这种只剩节日躯壳的传统节日，丧失

了其本有的文化寓意与文化魅力。再次，传统节日文

化寓意的庸俗化。传统节日蕴含的文化寓意彰显了中

华文化的价值内核与思想精华。然而，市场经济条件

下受利益驱动，许多传统节日的商业色彩与功利色彩

越来越浓厚，过度的商业化包装与市场运作，使传统

节日原本的文化元素与文化意义被抹杀，逐渐沦落为

商业炒作的工具。同时，伴随着传统节日的文化教化

功能的式微，其娱乐功能却被无限放大，许多传统节

日的文化精髓与文化内涵被随意曲解，逐渐沦落为媚

俗的工具，传统节日的发展呈现庸俗化的局面。最后，

传统节日面临西方节日的冲击与挑战。在全球化背景

下，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西方文化与西

方节日不断涌入。西方节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推动

下，强烈冲击着我国传统文化节日。当前，国人特别是

青年人对西方节日的盲目狂热与对本国传统节日的

淡化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对比，其实质是中西

两种文化差异与竞争碰撞的具体体现。西方文化与西

方节日的强烈冲击，给本就处于困境之中的传统节日

带来更为严峻的现实挑战。
2.传统节日面临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中华传统节日形成的基础是农业社会，反映了中

国传统农业的生活模式。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进程

中, 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传统节日逐渐与现代生活脱节，面临发展的困境。探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统节日的现

代转型尚未实现。传统节日是基于农业社会的血缘关

系，通过在相对稳固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比较固定的

仪式和礼俗来表达人们祈望国泰民安的基本理念。然
而，这些体现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理念追求，固定且

单一的节日仪式礼俗，非物质化的表达方式，很难与

现代社会及现代生活方式融合，致使传统节日的文化

内涵被逐渐淡化，人们对待传统节日更多的是停留在

感官娱乐的低级层面，而对于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与

思想价值的认识和思考却十分欠缺。因而，对于传统

节日文化内涵与当代意义的挖掘不充分，传统节日尚

未实现现代转型，尚未真正融入现代社会与现代生

活，这是传统节日面临发展困境的内在原因。其次，复

杂外部环境的冲击与挑战。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全

面转型，以农业文化为根基的传统节日在基本理念、
礼仪礼俗、表现形式等方面，受到了社会结构巨变与

生活方式变革的猛烈冲击。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受利

益驱动，传统节日被过度商品化，传统节日的文化内

涵被异化和解构，丧失了其原本的文化意义。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西方节日文化以其新鲜的表现形式与强

势的宣传方式，吸引了很多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盲目

追从，这给传统节日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

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新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新兴媒介具备的超越时空的交流方

式，在给人们带来便捷的同时，却缺少了精神层面的

互动和情感沟通，这对于传统节日倡导的通过共同参

与体验以实现情感共鸣的节庆方式带来了极大冲击。
再次，政府的宣传引导与制度安排的缺失。传统节日

是民族的文化瑰宝与精神财富。对于传统节日的传承

与珍视，是文化自觉的重要体现。然而，由于传统节日

的宣传与保护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政府与相

关部门对于传统节日的宣传引导的力度与重视程度

仍然不够。同时，在传承与弘扬传统节日文化中，缺少

必要的制度安排，传统节日的民俗活动和娱乐活动，

仍缺少时间、空间、载体和资金上的充足保障，尚未构

建起完整的中华传统节日体系。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发挥传

统节日载体功能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需要有效的载体支

撑。作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术语，“载体”被引申到

核心价值观领域，其含义为“承载价值观念”的介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是指联动主客体的介质

形式，这一形式能够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基

本目标与内容，对于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影响和规

范的功能。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遗产，传统节日在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载体

功能。这种载体功能具体体现在：传统节日活动既是

以风俗礼仪等物质形态形式呈现的物态文化载体，

又是以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影响与塑造民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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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道德规范与精神品质的精神文化载体，同时还

是以丰富多样的节日活动让民众体验与感悟传统文

化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内涵的实践活动载体。当前，在

全球化背景下，要立足我国传统节日的发展现状，积

极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展传统节日文化的经验，

使传统节日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载体。
1.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保持固有民

族特色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动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传统节日是特定的人

类族群或团体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经过反复的实践与

提炼，凝结而成的文化表现形态。当前，充分发挥传统

节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载体功能，要坚

持传承与创新的高度统一，使传统节日的发展既有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一方面，要保持

坚定的文化自信，积极传承传统节日的文化精髓。塞

缪尔·亨廷顿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

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

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

基本的问题: 我们是谁?”③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之

“根”，传统节日蕴含的反映民族特质的文化内涵，体

现了一个民族清醒认知“我是谁”的文化渊源与文化

自觉，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与身份归属感。国外

传承比较成功的传统节日，如美国玫瑰花车游行、日本

的樱花节、巴西狂欢节等节日，都是根植于本土文化，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独特魅力，这是传统节日提升

知名度与吸引民众的内在原因。因而，坚持文化自信，

传承传统节日固有的民族特色与挖掘节日文化的深

层内涵是我们对待传统节日应有的科学态度。另一方

面，要坚持文化创新，积极推动传统节日的现代转型。
传统节日的发展动力在于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不断

融入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理念，实现文化内涵与表现形

式的不断拓展与现代转型。例如，美国玫瑰花节的庆

祝活动，在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从第一届活动乘

坐用玫瑰花装饰的花舟游行，到举办“玫瑰杯”橄榄球

赛，并增添了玫瑰皇后选举、最佳花车评选、空军战机

表演、马球比赛、竞走比赛等丰富的活动形式，其节日

文化内容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元素，节日活动形式不断

革新。因此，当前要推动传统节日与现代社会融合，就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为传统节日增添富

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与新形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结着当代先进文化与世界文明发展的精髓，集中体

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表达与价值追求，是维

护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力量。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传统节日与当代社会

生活和文化语境相融合，有利于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

拓展与节日表现形式的创新,能够推动传统节日在现

代转型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与感召力，成为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实践载体。
2.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依托，增强传统节

日的群众参与性与文化形式的丰富性

广泛的群众参与是传统节日持续发展的重要条

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当前，充分

发挥传统节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载体

功能，要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依托，增强传统

节日的群众参与性，让人民群众在丰富多样的传统节

日活动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价值认同、转
化为价值践履。一方面，要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为依托，增强传统节日的群众参与性，为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群众基础。国外发展传统节

日的成功经验表明，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与调动民众

参与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民众在节日活动的主体作

用，是传统节日不断发展创新的动力源泉。例如，世界

最负盛名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的重要特征就是

全民的参与，通过大型的文化聚会让狂欢节成为大众

的节日，让民众全体参与到节日活动中，并在亲身参

与中真实体验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内涵。公共

文化服务以公正开放为基本原则，具有普惠性与贴近

性特征。借助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让不同地域、不同

阶层的公众都有参与传统节日活动的平等机会，让人

民群众在广泛参与中切身体验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

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这种内心的体验

与认同感对于提升公众的精神境界，推动公众自觉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有重要作

用。另一方面，要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依托，丰

富传统节日的文化形式，提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寓教

于乐的特征，通过丰富的公共文化形式与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网络，借助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与手段，能够为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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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的文化形式注入新的文化元素，激发民众对

传统节日的关注与热爱。可以借鉴日韩等国的经验，

将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帮助民众建立一种

“活在传统中”的生活方式，将传统节日纳入公共文化

服务网络，纳入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以现

代传媒宣传和营造传统节日氛围，能够有力地推动传

统节日文化形式的丰富与创新，让人民群众以自己喜

爱的文化形式参与传统节日，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体验与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提升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生动性与感染力，使传统节

日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活动

载体。
3.以政府为主导，推动传统节日运作模式的革新

与节日文化品牌的打造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中华传统节日通常是民间

自发组织的、由民众自愿参加的各种礼仪和庆典活

动。然而，优秀文化传统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支

持与引导，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政府那样

对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④。当前，充

分发挥传统节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载

体功能，要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政府对传统节日的文

化引导和政策支持。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对传统节日

的文化引导，推动传统节日运作模式的革新。根据国

外的发展经验，传统节日运作模式主要有政府主导

型、市场主导型与民间社区主导型三种。由于节日运

作的主体不同，这三种运作模式各有特色，又各具优

势。政府主导型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对传统节日的

保护和主导作用，市场主导型模式有利于传统节日筹

资渠道的多样化与运作方式的灵活化，民间社区主导

型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民众在传统节日的保护和传承

中的主体作用。因而，当前，许多国家都积极革新本国

传统节日的运作模式，吸收和借鉴各种运作模式的独

特优势，以推动本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发展。例如，美国

玫瑰花节就是在玫瑰联赛协会执行委员会的监管下，

采取了市场运作模式，通过企业赞助、彩车冠名、方案

招标等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使美国玫瑰花节在经

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

果。借鉴上述发展经验，当前我国传统节日的传承和

发展，要正确处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民众参与的关

系，通过转变职能加强政府对传统节日的文化引导作

用，同时尊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非

营利性民间组织、企业、社区在传统节日活动中的主

体作用，让传统节日真正成为民众广泛参与又真心喜

爱的重要活动。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对传统节日的

政策支持，积极打造传统节日文化品牌。国外许多国

家借助立法等手段，将对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提高

到了法律与制度的层面，给传统节日的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政策支持。在保护的同时，很多国家还通过不断

创新节庆活动的形式与载体，积极打造本国传统节日

文化品牌。例如，作为英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文化品牌、
创始于 1947 年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就是在政府的

保护与支持下，在保持固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鼓励

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创新，积极打造节日文化精品，

以提升艺术节的文化品位与艺术魅力。借鉴上述发展

经验，当前我国传统节日的传承和发展，既要增强政

府的政策支持，通过立法、公共服务等手段，为传统节

日提供法律与制度保障；同时，又要借助政府的政策

引导和调节手段，积极挖掘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内

涵，创新传统节庆活动的形式和载体，重点建设传统

节日文化艺术精品和积极打造传统节日文化品牌，从

而增强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与文化吸引力，使传统节

日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

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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