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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传播实践中推动“ 文化入侨冶

———探索为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服务的有效途径
严以新
( 致公党中央,北京 100120)
摘摇 要:推动“ 文化入侨冶 ,增强海外同胞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具有重

要意义。 通过出版传播推动“ 文化入侨冶 是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重要方式。 以中国致公出版社为平台,中国致公
党在出版传播实践中推动“ 文化入侨冶 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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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

遇下,研究出版传播实践中不断推动“ 文化入侨冶 、

华夏儿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 五千年中华

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族文明史,创造了丰富多彩、气势恢宏、博大精深

1摇 推动“ 文化入侨冶 ,增强海外同胞对中华

族,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世界

的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积极探索为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服务的有效途径,

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密切海内

的伟大民族精神。 广大海外侨胞的中华传统文化背

外同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景及爱国、爱乡的民族情感,是我们国家发展、民族

摇 摇 胡锦涛同志曾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

复兴的独特资源和优势。 侨胞要在国外生存发展,
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他们中间世代传承,这
对于维护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
期以来,作为具有“ 侨冶 、“ 海冶 特色的参政党,中国致
公党在推动“ 文化入侨冶 、增强海外同胞和港澳台同

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
索。 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但取决于其博大精
深的内容,更取决于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
播能力。 出版传播历来同人类的文明进步紧密相
连,它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又是推动人类
文明进步的重要工具,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估
量的重要作用。 伴随着执政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包括
出版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
力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在出版产业大发展的历史机

度,深刻论述过“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
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保持和促
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事关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的 进 程, 事 关 党 和 国 家 的 兴 旺 和 长 治 久
安。冶 淤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
作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五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其重
要意义更加突显。 作为中华文化的认同者和塑造
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广大海外同
胞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着积极的构成和促进作
用。 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密切度与和谐度,对于中国
向内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外推进和平外交、增
强国际影响力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中
华文化,这种文化涵盖了中国人精神生活领域,诸如
心理素质、思维模式、道德理想、价值取向、宗教信仰
与人生信念等各个方面。 伴随着历史的车轮,中华
文化在今天仍然影响并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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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纽带。
中华民族血脉相连,情牵一体,海外同胞虽然身在异
国他乡,但他们心系祖国,总以报效家乡、回馈桑梓
为己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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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同胞都为祖国、为家乡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
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感情构建了海内外同胞关系的
和谐基础,注定了海内外同胞是不可分割的群体。

度。 2009 年,国家又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

些都给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
遇,包含其内的出版产业及其传播实践无疑获得了

海外同胞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尽管有代

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际和地域的差异,但中华文化的核心,即根植于中华

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也为我们通过出版传播来推

民族深层的民族精神却被长期传承下来。 这种精神

动“ 文化入侨冶 提供了历史机遇。 出版作为文化传

化为一种民族感情,一种延绵不绝的文化情结。 从

播的重要载体,必定要成为传播“ 根文化冶 、密切海

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文化情结,为我们开展“ 文

内外同胞关系的重要途径。 一个民族或群体的“ 自

化入侨冶 、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我意识冶 和他们千百年来在同一文化空间里形成的

一言以蔽之,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就是要充分利用

传统文化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他们所特有的语

中华传统文化的感召力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而这

言、习惯,是保持其独特性的基础。 这就是在不同地

无疑是出版传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之一。

区彼此互异的文化圈里,面对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对

2摇 通过出版传播推动“ 文化入侨冶 是密切海
内外同胞关系的重要方式

摇 摇 马克思曾经把印刷术比喻成“ 对精神发展创造
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冶 。 而这个“ 杠杆冶 对人类

精神发展的作用则主要是通过其功能物———出版物
的传播体现出来,出版传播对人类的精神发展起着

“ 自己文化的认同冶 的原因所在。盂 可以说,凡有人类

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华侨华人遍及天涯海角。
一方面,海内外华人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
意识形态,已然处于不同社会文化之中。 但另一方
面,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海内外华人同胞同根
同源,不可分割,这不可分割的基础就是“ 根文化冶 ,

海内外同胞同宗同源,同种同文,相同的归属感与文

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 社会文化具有多种形态,但

化认同感可以促使海内外同胞超越社会制度、意识

只有出版传播将人类的精神成果通过一定形式记载

形态的差异。 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华文化是连接海

下来,才使人类精神成果保留和绵延下去,并由此得

内外同胞无形的纽带,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密切

以继承、发扬,进而推动历史的发展。 文化社会学家

海内外同胞关系的精神基础与思想来源,更是通过

波普尔在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如果打一次

出版传播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方法论基础。

世界战争,把世界的物质财富摧毁掉了,但只要文化

3摇 在出版传播实践中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

还存在,人们还可以把现代世界重建起来。 但如果
把文化毁灭了,人类将重新经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
年的历程。 可见,文化的储存、积累是人类赖以振
兴、延续、发展的重要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来看,出

传播,进一步丰富“ 文化入侨冶 的内容资源

摇 摇 海内外华夏儿女享有共同的中华文化根基,共

同的文化根基是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精神基础,

版不但是人类精神成果的载体,更是人类社会历史

传播同根文化的出版传播更是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

的载体。

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这是我们上面讨论的一个重

我们这里讨论的出版传播不单指狭义的出版发

要结论。 由此展开,我们要通过出版传播推动“ 文

行工作,而是一个“ 大出版冶 的概念,是类属于文化

化入侨冶 ,就是要借助出版的存储传播、宣传推介、

产业的概念。 其具体包括可以通过出版发行来传播

教育娱乐等功能,从传播内容、传播手段等方面入

的一切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

手,进一步提升海外同胞对中华文化的熟知度和归

告、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等。 中共十六大

属感。

于

首先,应加强对中华根文化的弘扬和传播。 寻

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和政府把深入文化体制改

根问祖、究本溯源是海外同胞所普遍具有的情结。

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提到了空前的战略高

近年来,林、张、许、陈、刘、谢、郑、叶等姓氏的海外华

正式提出包括新闻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概念。

于摇 2010 年 5 月 8 日,第五届中国传媒创新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会上做主题讲演。

盂摇 彭慧,潘国政. 弘扬中华文化 增强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民族凝聚力[ J] .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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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华人对中原“ 根文化冶 认可并主动组团到河南寻

第五,应加强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播。 饮食文化

根,这些姓氏涉及当代华人的 90% 。 海外华人社会

对中华物质文化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尽管

兴起的血缘寻根、姓氏寻根、祖籍寻根热,恰恰说明

中华饮食文化在海外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久远的继

了根文化的魅力。 血缘、姓氏等根文化资源不仅是

承性,但它的传播实际上还是十分有限的,广度和深

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寻根的“ 依据冶 ,更是他们精

度还不够,中华饮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还任重而道

神的载体,值得我们在出版传播实践中深入研究和

远。 尤其对于新生代的华侨华人子女,他们的生活

挖掘。

环境和饮食习惯已经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好地了解和

其次,应加强语言文字文化的传播。 语言文字
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

掌握中华饮食文化的机会,这我都需要我们在出版
传播中加以注意。

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文化最重要的载

另外,诸如中华传统节日文化、酒文化、茶文化、

体。 据不完全统计,今天世界上正在学中文的人有

以儒道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学术文化、民族音

三千万,有 2 500 所大学在教授中文,这为中华文化

乐文化等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容都为广大海外同

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大力发展海外华文

胞所知晓和渴求,这些都是我们推动“ 文化入侨冶 的

教育,是在海外华人社会传承中华文化和向所在国

重要出版传播资源。

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措施。 发展海外华文教育更有

4摇 在出版产业交往实践中密切与海外同胞

战略性的意义在于,是充分利用汉语这一世界语言
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和增强海外侨胞自身竞争力。
再次,应加强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 武术源于

的联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摇 摇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在传播文化内容的同时,其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本身也在为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

中国,属于全世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华武

创造着社会交往的机会。 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生

术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份和要素,渗

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 他们只

透着中国传统化的精髓。 黄飞鸿、霍元甲、李小龙等

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生活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

中华武术的践行者以精湛的武艺和高尚的武德在海

进行生产。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会发生

外华人社会深入人心,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海外世

一定的交往和联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

界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文化所深深吸引。 在具体

系的范 围 内, 才 会 有 对 自 然 界 的 影 响, 才 会 有 生

的出版传播中,中华武术应以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

产。冶

美德为根本宗旨,以武术健身功能的开发为传播的

织在一起的。 人们在交往关系中发展生产,而生产

最佳切入点。

又深化了人们的交往关系。 通过社会交往关系,人

第四,应加强中华医药文化的传播。 中医是医
学,也是中华文化瑰宝。 它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

榆

由此可见,人们的生产活动与交往活动是交

们实现了商品、信息、情感与文化的交换,发展并延
伸了人类的智力。虞

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医事业不仅成为华侨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出版产业海内外交往合作

华人“ 落地生根冶 的重要手段,也吸引更多海外人士

日益发展的今天,出版传播无疑为海内外同胞密切

“拜师学艺冶 。 中医事业在海外的蓬勃发展,已经是

关系创造了直接的“ 交往机会冶 。 出版工作是文化

的差异,中医在海外要像西医一样全面推广,中医药

属性。 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文化出版工作“ 走

真正纳入主流医疗体制中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出去冶 的要求之下,我们需要在将海外同胞的根本

中医药真正被海外主流社会所接受也标志着中华文

利益作为落脚点与出发点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海内

化的广泛认同,也有助于提高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

外同胞在文化出版产业上的合作,因“ 生产冶 而“ 交

自豪感和自信心。

往冶 进而实现共赢,这种用经济的方式去做“ 文化入

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但是,由于文化等方面

榆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32。

工作,文化工作虽然有意识形态属性,但是也有产业

虞摇 韩进兰. 社会交往关系全球化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J] . 时代人物。 2008,(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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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冶 的工作,显然是最直接的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

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祖( 籍) 国

的有效途径。

发生的变化;通过“ 走出去冶 ,了解海外侨胞的生存

“ 国运兴则侨运兴冶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海

外同胞的兴衰荣辱总是与祖籍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
起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世界各国在经

与发展状况,同时也通过文艺和武术表演等形式更
直接地传播中华文化,推动“ 文化入侨冶 。

在中国致公党的领导下,中国致公出版社在宣

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的交流日益频繁,摩擦日益剧

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弘

烈,融合日益显著。 文化不仅发展成为社会财富的

扬中华传统文化、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方面发挥了

崭新样态,也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体

独特作用。 今后,中国致公党还将在凝聚侨心、涵养

系之一。 亨廷顿在其 “ 文明的 冲 突冶 模 式 中 指 出:

侨力方面探索更多新的方法与途径,通过出版传播

认同冶 。 “ 文化软实力冶 在国际竞争中地位和作用日

化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就是途径之一。

“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

推动“ 文化入侨冶 、充分发挥出版在传播中华传统文

益突出,世界各国纷纷相时而动,调整文化政策,制

首先,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侨胞事业的

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重视并加强自身文化软实力

发展,华文媒体越来越受关注,影响不断扩大。 出版

的建设。

社将尝试与国外和境外华文媒体加强交流合作,资

愚

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出版传播的作用
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谁的传播力量强
大,谁就占有更加优先的话语权。 由此,出版更需要
充分发挥其传播优势,积极主动依靠海外同胞的力
量,向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国际社会传播思想观念,
销售文化产品,增强本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
国际影响力。 伴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的不断提升,海外同胞对祖( 籍) 国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5摇 以中国致公出版社为平台,中国致公党在
出版传播实践中推动“ 文化入侨冶 大有可为

源共享,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增强经营管理意
识和能力,争取“ 文化入侨冶 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其次,依托孔子学院,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文化。
据了解,孔子学院目前已在 8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54 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

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 为帮助各国开展汉
语教学,今年孔子学院总部共派出 4 800 名汉语教
师,并 为 80 多 个 国 家 培 训 本 土 汉 语 教 师 6. 1 万
人。舆 孔子学院的设立正是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外
显,它正日益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
全球品牌和 平 台。 出 版 社 将 抓 住 当 前 全 球 “ 汉 语
热冶 的契机,依托孔子学院的力量,与孔子学院相辅

摇 摇 一直以来,中国致公党十分重视做好以包括区

相成,大力出版与中华文化、汉语教学相关的成果,

进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工作。 2004 年,致公党中央

再次,整合各方面资源,为华文教育服务。 长期

域文化、武术文化等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促

努力满足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传承中华文化的需求。

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曾经提出《 关于加强海外侨

以来,旅居海外的侨胞对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有着强

务工作,促进华侨华人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首

烈的愿望,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侨胞后代在学

次将“ 可持续发展冶 的概念与侨务资源联系起来,并

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上存在现实困难,他们希望在

建议将区域文化列入国家长期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教材编写、师资培训、文化交流等方面得到祖( 籍)

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给予重大支持。 该建议得

国的支持和帮助。 针对这一现象,出版社可以以提

到了包括海内外侨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

高华侨华人学生掌握认读汉字的能力而编写、出版

认同。

系列教材、光盘,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为广大海外

以“ 请进来冶 、“ 走出去冶 的方式,中国致公党已

与世界五大洲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团建立了联
系。 通过“ 请进来冶 ,让侨胞到祖( 籍) 国来领略祖国

学习者学习中文提供支持。
第四,结合中国致公党成立 85 周年、纪念辛亥

革命 100 周年等重大活动,出版一系列有影响的出

愚摇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中文版序言,p. 2。
舆摇 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在京开幕[ N] . 光明日报,200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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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让海外同胞了解和认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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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

史,摒弃西方国家对中国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歪曲,

当前,中国致公出版社以国家的出版社体制改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中国致公出版社取得良好

革为契机,正在积极寻求与有实力的出版传媒集团

社会效益的重要方式。 旨在研究与中国致公党有着

合作,力争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好的为

深刻历史渊源的洪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学术丛

参政党事业发展提供支持。 相信伴随着出版生产力

书“ 洪门与辛亥革命冶 ,以及致公党中央原主席罗豪

的不断解放和持续发展,中国致公党在通过出版传

要选题已经在策划、编辑中,出版在即。 这些出版物

作上必将有新的更大作为。

才先生的“ 议政文集冶 和“ 论参政党建设冶 等一批重

播推动“ 文化入侨冶 、为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服务工

的出版必将会为中国致公党推动“ 文化入侨冶 起到

Promoting Culturally Uniting Overseas Compatriots Strategy
in the Field of Publication Media
Yan Yi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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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Culturally Uniting Overseas Compatriots strateg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identifikation and belongingness of overseas compatriots to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trenthen the intimate sib鄄

ship between Chinese people both inland and overseas. It is of key method to promote Culturally Uniting Overseas
Compatriots strategy in the field of publication media, and as a platform, China Zhi Gong Publishing House is
boun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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