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5卷  第 4期 厦门理工学院学报 Vo.l 15 No. 4

  2007年 12月 Journa l of X iam en University of Techno logy Dec. 2007

  [收稿日期 ] 2007- 10- 31    [修回日期 ] 2007- 11- 25

[基金项目 ] 2006年厦门市社会科学资助研究课题 (厦社研课 [ 2007] 21)

[作者简介 ] 李丹 ( 1967- ), 女, 河南南阳人, 副教授, 博士, 从事全球化与国际政治的研究。

厦门和谐文化的定位与特色

李  丹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 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厦门建设的灵魂, 是厦门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撑。厦门和谐文化是

体现先进性的社会主义文化, 是带有浓郁人文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 是面向海洋的现代开放文化, 是促进

两岸关系发展的和解文化, 是风景旅游城市文化, 是爱国爱乡的华侨文化。它们为和谐厦门文化勾勒了经

纬和轮廓, 厘清了和谐厦门文化的本质属性、传统渊源、时空定位、地缘政治、城市品牌和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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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指出, /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0。建设厦门和谐文化, 以形

成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及社会风气、推动和谐厦门建设的整体发展, 这是时代赋予

厦门的重要责任。

  一、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厦门建设的灵魂

构建和谐厦门必须建设与之相匹配的和谐文化。文化可分为器物文化 (物质层次 )、制度文化

(组织层次 ) 和观念文化 (精神层次 ) 三个层次。从表现形式上看, 和谐文化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内

容, 又有制度规范方面的内容; 从思想观念上来说, 和谐文化体现了人们对和谐社会的认知、感受,

对社会和谐目标的追求; 从制度规范上来说, 和谐文化体现了人们在和谐思想的引导下建立的一系列

调整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和机制
[ 1]
。和谐文化是人们依附的精神家园, 也是和谐社会具

有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源泉之一, 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一个社会的和谐, 在本质上体现为

一种和谐的文化精神。没有和谐的文化, 就没有和谐厦门的根基, 没有和谐厦门的发展方向。构建和

谐厦门必须从和谐文化抓起。

首先, 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厦门建设的特色和基础。 /和谐0 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 /和谐0

的 /和 0 由 /禾 0 和 /口0 组成, 意谓每口人都有饭吃, 指物质层面不匮乏; /谐 0 由 /言 0 和
/皆0 组成, 意谓人人皆可以说话, 精神层面不受压抑。 /和谐0 不仅要 /和 0, 还要 /谐 0, 是物质

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和谐社会包含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两层意思, 失去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称作和

谐。厦门不仅应该具有一流的经济发展, 也应该有一流的思想文化。纵观厦门走过的发展历程, 它一

直不是经济特区中发展最快的, 但却赢得 /世界花园城市 0 评比 E类冠军、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最

适合人类居住城市等美誉。如果说深圳的发展让人看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速度和效益, 那么厦门

则让人领略到了一个经济宽裕但更美丽祥和的社会主义和谐画面。这是和谐厦门建设的一个有利的软

环境, 也是和谐厦门建设的基础和特色, 厦门必须继续打好文化这张牌。

其次, 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厦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个城市要想实现 /和谐 0, /硬实力0

和 /软实力 0 一样都不能少。但不少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片面强调工业、道路、广场、大楼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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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强调 GDP增长, 强调物质财富, 忽视文化投入和思想建设。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城市失去了

文化, 也就失去了特色, 失去了个性和灵魂。 /一个没有文化、没有传统、没有历史、没有精神、没
有内涵的都市, 就是一个道的部分 (与器相对 ) 没有积累、没有提炼的都市, 它往往也是一个没有

魅力的都市。即使它再豪华、再发达, 它也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让人生厌。0 [ 2]
这反过来会影响它

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证明, 厦门文化建设不仅没有影响硬实力的建设, 反而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

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 98贸洽会0、国际马拉松长跑节、国际园艺博览会、鼓浪屿钢琴节、第四届世

界合唱比赛等落户厦门, 在给厦门带来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再次, 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营造厦门发展的良好关系和氛围。和谐是指各种关系持续协调的一种

良好状态或过程。中国的 /和 0 文化非常重视处理好各种关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强调 /天时不
如地利, 地利不灵人和 0;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 崇尚 /合群济众 0;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强调

/天人调谐0、 /天人合一 0; 在人与不同文化的关系上, 主张 /善解能容 0、 /以和为贵 0。可见, 和

谐文化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之间都要和睦相处。厦门市地少人多, 地形崎

岖; 自然资源不丰、交通设施不便; 岛内用地非常紧张, 房价居高不下; 特区早期发展所享受的国家

政策优惠空间越来越小, 通过利用优惠政策寻求发展已经不现实了。这对厦门提出了更高要求, 厦门

发展要想独辟蹊径, 必须从和谐文化建设上下功夫, 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化

之间的关系, 引导人们用和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社会, 从而使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基本价值取

向, 使和谐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工作方法、处理各种关系的基本思维方式, 形成人人追求和谐、

维护和谐的局面。

最后, 构建和谐文化有利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厦门与台湾一水相隔, 区位特点突出, 历史渊源

深厚, 不仅 (这就 ) 决定了厦门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而且要求厦门在

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厦门与台湾具有独特的 /五缘 0 优势, 即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

法缘相循、商缘相连。不少台湾人就是基于厦门投资环境好、与台湾同祖同宗同文同种而愿意投资厦

门、扎根厦门的。文化是留住台湾游子的根, 这决定了两岸的文化认同是统一最强有力的纽带之一。

构建和谐文化, 既是厦门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厦门的独特优势, 为台商创造更

好的投资环境, 促进闽台人员往来, 促进各项交流与合作, 有利于更好地做台湾人民的工作, 增强台

湾民众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认同感。随着两岸文化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 理应更好地发挥厦门对台

窗口的作用, 有效遏制 /文化台独0, 为祖国统一打下思想文化基础。

总之, 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精神支撑, 也是衡量社会和谐水平的重要尺度。和谐

文化是和谐厦门的灵魂和特色, 是厦门魅力与形象的集中体现。建设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厦门的重头

戏和精彩华章。那么, 和谐厦门文化应该如何定位呢?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有着什么样的特色?

准确地把握厦门和谐文化的特色与定位, 对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 增强城市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促进

和谐社会建设, 扩大厦门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厦门和谐文化的定位与特色

厦门和谐文化, 应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 与和谐厦门建设相承接, 并汲取闽南优秀传

统文化成果, 反映时代进步, 顺应国际潮流, 突出区位优势和地方特色。这一和谐文化具有以下特

征:

首先, 厦门和谐文化是体现先进性的社会主义文化。从文化的本质看, 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实践中创造的精神成果, 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发展, 作为一

种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现象,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不过是生产力及其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先进与落后的反

映和表现。 /把人类文明分为先进的文明跟落后的文明的最主要的评判标准是经济基础, 也就是生产

力水平。0 [ 3]
先进文化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水平, 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 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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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大限度地代表社会成员的最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具有和谐属性, 每一

个形态的先进文化都内涵着一定的和谐文化, 也在一定意义上谋求着文化和谐。厦门和谐文化是以社

会主义和谐文化为指导, 反映生产力最新发展水平的先进文化, 是与和谐厦门建设要求相适应的思想

文化, 是能引领、促进和谐厦门建设的文化。从个人功能看, 厦门和谐文化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世

界, 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促进人的内心和谐; 从社会功能看, 厦门和谐文化有利于化解当前厦门市

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优化社会环境, 净化社会风气, 从而有利于凝聚意志, 聚合人气, 在全社会形成

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务实肯干的良好氛围。

其次, 厦门和谐文化是带有浓郁人文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 /闽南文化0 是指历代以来厦门及周

边闽南地区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融合闽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精髓, 形成和创造出的精

神财富和物质文化的总和。闽南文化是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具有很强的开拓性、包容性、独特性和

人文性。从文化主体来看, 闽南人是闽南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 又是闽南文化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传

承者。闽南人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和环境适应能力, 具有尊重、学习异质文化的品格和与之互融涵化的

精神, 具有敢于抓住机遇、敢闯敢干的个性和自强不息、 /爱拼才会赢 0 的品质。闽南人的这些优异

品质和精神资源, 构成了闽南文化的内核
[ 4 ]
。从构成要素来看, 闽南文化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开创的

/延平文化0, 五口通商的海洋文化, 中西合璧的建筑文化和中西交融的音乐文化, 还有漆画和石文

化、茶文化等等; 从表现形式来看, 闽南文化包括语言、歌曲、戏剧、文学、影视、饮食、服饰、工

艺、美术、印刷、出版、建筑、宗教等具体形式。厦门和谐文化建设中要以此为媒介, 形成一批有影

响力的地域文化品牌, 以此丰富厦门的文化内涵, 使厦门的形象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更加富有吸引

力, 使厦门不仅是一个花园城市, 而且还是一个会思想、有精神的花园城市。

第三, 厦门和谐文化是面向海洋的现代开放文化。厦门文化是海洋文化, 厦门的文明构筑于海洋

之上。构建和谐厦门文化要打好 /海 0 字牌, 围绕 /海0 字做文章。海洋文化是厦门文化中最重要

的构成元素之一, 厦门历史上是抗倭要塞、最早的通商口岸、全省乃至全国有名的渔区、著名侨乡,

海洋文化资源雄厚, 这些构成了厦门美丽、传奇、自由、多元的海洋气质和 /海纳百川0、 /宽广博
大 0、 /开放包容 0、 /激情奔放0、 /吐故纳新0 的海洋精神。作为最早创办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 厦

门充分利用沿海的各种有利条件, 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 /窗口0 和 /前沿 0, 在福建乃至整个中国发

展的大格局中, 先行先试, 发挥着领跑者、排头兵的作用。海洋成就了厦门辉煌的过去, 也将铸造厦

门和谐的未来。和谐厦门建设将以海洋为媒体, 辐射出广博的文化影响。事实终将证明厦门不仅有条

件成为一个具有一流经济实力的港口城市, 也有条件成为一个具有一流文化品位的海滨邹鲁。

第四, 厦门和谐文化是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和解文化。和谐厦门文化是 /和平 0、 /和解 0、 /和

睦 0、 /和乐 0 的文化。两岸和平是厦门和谐的基本环境和条件, 没有海峡两岸的和平, 厦门建设就

会受到很大的局限, 构建和谐更无从谈起。但仅有和平还是不够的, 还要有和解。和解 /就是搁置

原有的敌意, 不制造新的敌意, 不刻意寻找甚至夸大对方的敌意, 同时用更宽广的胸襟和更远大的目

光, 向对方展现己方的诚意和善意, 并积极地去寻找、捕捉、欣赞、配合、鼓励对方释出的诚意和善

意,, 0 [ 5]
和解包括政治高层的握手和谈, 包括普通民众的心无芥蒂, 也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实现和解

的措施和行动, 如 /三通 0; 在此基础上, 双方来往日益密切, 利益相互交错, 需求相互依存, 关系

难分难解, 真正地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这就是和睦相处的局面。日久生情, 其乐融融, 任何一

方都从对方受益, 任何一方都离不开另一方, 这种从外在到内心的依恋会产生发自内心的和乐。和

平、和谐、和睦、和乐是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主流, 厦门和谐文化应该紧紧围绕这个主流, 服务于海

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我国和平统一大业。厦门与台湾之间的 /五缘0 优势决定了厦门在做好对台工

作、促进祖国统一方面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决定了厦门文化建设要进一步突出对台特色
[ 6]
。

第五, 厦门和谐文化是风景旅游城市文化。在和谐厦门的建设中, 丰富和拓展厦门旅游文化是重

中之重。厦门是全国久负盛名的优秀旅游城市, 美丽的自然景观、丰富的人文资源、极高的社会知名

度、集中的景点分布, 使远道而来的人们 /足不出市 0 就可游览山海美景, 这构成了厦门良好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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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气候宜人, 风光旖旎, 天风海涛, 青山绿水, 奇卉异木, 鸟语花香, 加上白鹭群栖, 这一切自

然天成。 /美景本应野外有, 都市哪得几回闻0, 然而, 厦门却景在城中、城在景中, 花园即城市,

城市即花园。这在全国城市及风景胜地中是非常独特的。国务院在 1985年就将厦门定位为 /港口风

景旅游城市 0, 发展旅游是厦门的重要任务和使命。 2004年 12月 7日, 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的项目

启动, 这开创了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先行示范。 /海峡旅游 0 进一步扩展了厦门的旅游资源。旅游的
生命力在于文化, 必须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 挖掘丰富文化内涵, 提高旅游文化品位, 以文化内涵

塑造旅游灵魂, 以文化特质培育旅游品牌, 以文化产业提升旅游竞争力, 形成旅游与文化互促、互

补、互兴的格局。在厦门和谐文化的建设与宣传中, 旅游文化的品牌和优势要做好做足。

第六, 厦门和谐文化是爱国爱乡的华侨文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的载体, 厦门最有价值的

文化元素是华侨文化, 华侨是厦门最珍贵的无形资产。华侨文化是一种 /勇于拼搏、乐于奉献、重

情尚义、爱国爱乡0 的文化。厦门华侨对于塑造闽南人的个性、丰富弘扬闽南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早期的闽南人到海外异域去谋生, 历尽艰辛, 必须敢于冒险、勇于开拓、勤于拼搏才能掌握

各种谋生之术, 这就逐步形成闽南人吃苦耐劳、拼搏进取的性格特点和竞争意识; 华侨文化另一个突

出的贡献是报效国家、服务桑梓的精神。厦门籍华侨身在异乡, 心念祖国, 他们在国外积聚财富后,

精诚回报, 无私奉献, 积极参与家乡各项事业建设, 捐资助学, 修桥铺路, 扶贫济困。其中最为著名

者首推厦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 华侨文化中最动人的部分是他们重视亲情乡情、敦宗睦族、尚德报

恩的美德。华侨有深重的乡土情结, 他们时刻挂念着远在家乡的父老乡亲、祖宗坟墓和 /摇篮血

迹 0, 经常要携带在外的子孙回乡寻根、拜祖、修祠、建厝。很多华侨在国外还组织了许多以地缘为

基础的同乡会、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会, 主张同乡、同宗的人造福乡里、回报故土
[ 7 ]
。华侨是厦门

的重要建设者与支持者, 华侨文化、华侨精神是厦门和谐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财富, 传承和创新华侨

文化是厦门文化建设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使命。

总之, 厦门和谐文化是凝聚全体厦门人民的意志、智慧和力量, 代表和谐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

具有凝聚力、感召力、竞争力、亲和力的先进文化。它是特区人民的精神家园, 是厦门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精神动力和理想支撑, 将为实现全体厦门人民在政治、思想和精神上的团结和谐提供有力的思想

保证。它集自然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于一体, 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

  三、构建厦门和谐文化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重视文化建设, 营造文化氛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要坚持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 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

上 0 [ 8]
。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制定 5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 6 中, 把 /建设文化强省 0 列入海

西建设 8大举措, 并把 /继承和弘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 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福建风貌、

具有国内外影响的文化品牌, 不断提高海峡西岸文化影响力 0 作为建设文化强省的重点。厦门是海

峡西岸的一颗明珠, 是闻名全国的文明城市, 在国内外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高海峡西岸文

化影响力, 厦门应当仁不让地充当先锋, 成为首屈一指的文化强市。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厦门建设的

应有之义,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构建和谐文化, 厦门可以利用的资源很多, 以上分析的厦门特

色与优势一定要发扬光大, 这关系到和谐厦门文化建设的成败和功效。

二是倡导和谐精神, 形成和谐思维。和谐文化之所以能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基

础、道德支撑和社会氛围, 一方面是基于它所表达的和谐内容和目标 (和谐理念、和谐精神 ) , 另一

方面是基于它的和谐方式和方法 (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工作方法 )。和谐不是消灭矛盾, 而是协

调矛盾, 用和谐理念、和谐精神缓解矛盾。如对物欲主义的追求是当今社会和谐缺失的一个原因,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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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自身发生对立和分裂。通过和谐文化净化人的心灵, 提升人的精

神境界, 使人们远离利益之争, 克服物欲主义的侵袭。就是要求人们用宽容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问

题, 理性合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尊重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与需求, 避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行

动上的极端化, 从大局出发, 以心平气和、细雨润物的方式, 用负责任、建设性的方法解决问题。从

而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自然环境和团结和睦的人际关系。

三是打造文化品牌, 提升形象魅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 要 /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0, /当今时代,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

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0 [ 8]
构建具有厦门特

色的文化载体和平台是目前提升厦门文化魅力的关键。纵然不与北京、上海等国际大都市丰富多彩的

文化载体相比, 即使与同级同类城市相比, 厦门还缺乏像广州 5南方周末 6 一样的知名报纸, 像湖

南电视台一样的拳头节目, 像武汉 5知音6 一样的流行杂志, 像杭州阿里巴巴一样的魅力网站。这

是厦门和谐文化建设的一个弱项。厦门是全国著名的文明城市, 但却不是知名的文化城市, 这值得我

们去深思和努力。目前, 如何从文明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化是和谐厦门建设的一大任务。

我们热爱厦门, 就要建设厦门, 就要勇敢面对厦门的劣势, 积极发挥厦门的优势, 努力推进厦门

和谐文化建设, 使厦门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的楷模和典范, 成为人民生

活、创业、收获、享有的乐土, 在全国、乃至全球享有更多盛誉, 赢得更大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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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entation and Features ofHarmony in X iam en

LI Dan

( Schoo l of Pub lic A ffa irs, X iamen Un ive rsity, X iamen 361005, Ch ina)

Abstract: H arm ony in X iam en m anifests a soc ialist culture w 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a m odern one sug-

gest ive o f the open and inc lusive ocean, a conciliatory one capable of boosting cross-stra it re lations, an urban

one boastingm any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a patriotic one em body ing the love of overseas Chinese.

Key words: X iam en; cu lture o f harm ony; featur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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