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时指出：“要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当今世界
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作用不断扩大，文化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广泛和深刻。认识并掌握文化自身发展
独特规律和社会作用，坚定文化自信，在改革
创新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对新形
势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得尤为紧要。

一、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文化
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当世
界许多地区还处于文化蛮荒时代，我们的先人
就漫步黄河边，思考着“道”与“仁”这类深层次
的哲学命题，在几千年中华文化宝库里，有《诗
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
有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从物质层面上看，中
国古代有四大发明、瓷器、丝绸、万里长城、大
运河，这些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资本。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

力。 开放、包容、创新，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
主要原因之一。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 个文
明形态， 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保持了长期延
续发展，从未中断。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生生
不息的创新精神， 既有对历史文化的长期积
累传承，也有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还有
对未来文化的敏锐把握。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
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这些价
值观在表达形式、 内容诠释和实践方式上，
都极具自身特色，如讲究“天下万物苍生为
一”的自然观，讲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观，亦推崇舍生取义、诚信知报、仁爱孝
悌的道德观等。 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蓄，以儒
为主、最终糅合儒、佛、道三者的思想体系方
面，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个
闭关锁国、唯我独尊的朝代都会走向衰败，清
朝后期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相反，只要海纳百
川，社会就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汉唐时代是很
好的实例。

二、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必
要性

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之
前，中国人总体上是窘迫而自卑的。 中国近代
史上先后发起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
运动，分别从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三个层次向西方学习，都以失败告终。 这种向
西方学习的浪潮造成了部分中国现代人存在
传统文化根基浅薄、文化自卑的现象，发展至
今，中国在教育、传媒、消费和科技等方面，都
存在一些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模仿和照搬
照抄。我国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严重缺失警示我
们，务必要提高文化自觉，既要深入了解学习
西方文化，更要充分了解中华文化，树立对中
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要重塑文化“软实
力”和“硬实力”。

三、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的途径
（一）大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

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要从信仰、道德、群体、政
治、自然、民族、国际等方面深化我们对核心价
值观的理解，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
形成全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坚持政府主导，拓宽文化建设渠道。

政府要重视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积极拓
宽投入渠道，多方筹资，全民共建。

（三）鼓励文化创新，追赶时代潮流。 一方
面要在传统文化资源中， 融入新时代的元素，
使文化产品能够与时俱进， 让人耳目一新；另
一方面，要进行机制体制创新，推进能够激发
创新意识、 保护创新企业产业的政策措施，为
各个领域的文化创新提供条件。

（四）打造文化精品，丰富文化产业形式。
文化的发展以文化精品为支撑，文化的繁荣以
文化精品为代表。我们要用高雅、健康、进步的
文艺作品来宣传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
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化， 激发人们的文化自觉，
进而形成文化自信。

文化广泛深入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物质
和精神世界，长期而深远地影响一个民族的历
史发展进程。 党的十九大把坚定文化自信，作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重心，
正是对文化影响力有着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做
出的准确研判，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强大助推器。

我是一枝梅花，我不
像桃花、樱花、菊花那些
大明星，他们只会骄傲地
绽开，看不起人。 我是一
枝梅花，很低调，只会在
寒冷的冬天绽开，不与百
花争艳。

我是一个最平凡不
过的人， 和别人一样，长
着一双大眼睛， 一对耳
朵，一张嘴巴，一个鼻子，
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有
着一颗一般人看不到的、
强大的心脏，一直促使着
我不断成长。

我在班级里成绩一
般，同学们对我多多少少
有些不屑。 考试前，我的脑细胞时而紧张、
时而害怕、时而兴奋、时而悲伤，乱得我实
在没法看书。 时间，慢慢地从我手中溜走，
终于，时间到了。

“叮叮……”试卷伴随着铃声发到了我
的手中，我正沉浸在密密麻麻的试卷中，突
然，一句话飞快地从我脑中闪过：“你看你，
成绩这么差，你还不如待在家里，成绩这么
差，来学校干嘛？ ”一位看不起我的男同学
嘲笑我， 用不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刹那
间，我心中涌起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这股强
大的力量使我变强、不服输，这股强大的力
量让我有了自信去乘风破浪， 这股强大的
力量让我能去克服困难的阻挡，斩荆棘、破
巨浪。 在这寒冷的冬天里，我，一枝小小的
梅花，释放出一股唯我独尊的气息，让我用
自己的信心去点燃天空中的太阳， 照耀全
世界。

我是一枝小小的梅花，虽然，别人看不
起我，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会拼尽自己全
部的努力和力量。 我要绽开，我要给全世
界的人们看， 我要对那些看不起我的人
说：“谢谢你们， 让我有了走下去的信心，
谢谢！ ”

我会一步一花，开放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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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初心？初心可能是一份远大的志
向，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有的初心，
渐渐地丢失了；而有的初心，走得再远，依然
会坚守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历史定格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 党的
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总书记带领新
一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专程赴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和浙江嘉兴的南湖红船，沿着早期共产
党人的足迹，探寻共产党的精神密码。 在上
海、嘉兴，习总书记多次讲到“初心”二字，习
总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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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大道，史可为鉴。 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的一大上，共产党人就竖起了“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大旗。 自
此， 中国共产党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充溢着正义的力量，得到人民群众最广泛
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人为初心而不懈奋斗
的历程，时刻激励我们应该“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1999年 9月，我从武冈师范毕业。 抱着
“扎根山乡，献身教育”这份初心，背上父母
为我打点好的行装，坐上了从武冈市开往水
浸坪乡的班车， 来到水浸坪乡中心小学，走
上三尺讲台。从此开始了我二十年的教学育
人生涯。

我清楚地记得严肃中透着慈祥的邓星
睦校长亲切地对我说：“我们这里条件艰苦，
老师们住的都是瓦房子， 遇到下大雨的天
气，房子还可能会漏水。 学校目前需要毕业
班把关教师和音乐专职教师，你能同时担任
这两项工作吗？”我虽不是音乐专业教师，但
我还有点音乐基础， 教好小学音乐课程，完
全没有问题；至于让我担任毕业班的把关教
师，因为我初上讲台，没什么教学经验，我担
心不能把毕业班工作做好，辜负了校长对我

的期望。 但邓校长对我的鼓励和信任，让我
对两项工作充满了热诚和信心，我乐意地接
受了分配给我的毕业班数学教学、音乐教学
及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这三项工作任务。

工作一年后：我所职教的毕业班，数学
成绩优秀率位居全乡第一，总体成绩位居全
乡第二；琴声、歌声被我带到了音乐课堂，农
村孩子在美妙音乐的熏陶下，一个个都变得
活泼可爱起来；学校的少先队工作也办得有
声有色。

在中心小学七年的工作时间里，我取得
的成绩，都离不开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支持与
帮助，也是不忘初心，自我成长的结果。

2007 年春天，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被
调入了水浸坪乡的桐木小学，仍然担任毕业
班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在校长精益求精的指
导下，工作总是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认真对
待工作中的每一件事的工作态度，逐渐培养
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凭借所教毕业班的成绩一直名列全乡
前茅的好成绩， 我在 2009 年被学校任命教
务主任，主抓学校教学工作。语文教学中，针
对口语交际课和作文教学课比较难上的问
题，我利用休息时间阅读名师教案、观摩课
程流程，总结出一套新的授课方法。 我带头
在学校用这套方法上公开课，让所有语文老
师都来听，帮助他们打开教学思路，排解语
文老师在语文教学中的难点。

2010 年在各项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让
我在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 2011 年被中心
学校任命为桐木小学校长。

刚当上校长的我，感到责任重，压力大。
以前无论完成哪一项工作任务，都有领导的
安排和指导，我只要用心去实施。 而现在我
是一校之长，要自己开动脑筋并把工作安排
下去，指导、监督，直到每项工作做完做好为

止。 一个人教学能力及教学成绩的提高，只
关系到一个人的事情，而现在要面对的是必
须提高全校老师教学水平及全校学生的学
习成绩。请教老一辈校长，听取经验和指导，
是我的敲门砖，也因前人的悉心指导，让我
在这个责任重大的新岗位得以迅速成长。

在任校长的同时， 我继续任毕业班语
文教学，以身作则。 除了带领大家上好每一
堂课之外， 要求教务主任认真检查每一位
老师的作业批改情况， 检查老师对学生家
庭作业是否全都批改到位； 要求每一位老
师都要做到详批、详改。 我的坚持也加强了
老师的责任心， 逐渐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学习成绩自然一次比一次提高。 在
全乡举行的一至六年级语、数全能竞赛中，
我校取得了五个年级的一等奖和一个年级
的二等奖。

曾几何时，我也想退缩。 但理智告诉我
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别人能做好的事情我
照样能做好。 这所有的困难都是对我的考
验，是在磨炼我、锻造我，促使我成为一名优
秀的教育工作者。

学校的管理工作逐渐规范化，各项工作
都得到了中心学校领导及教科局领导的肯
定。 2013 年 10 月，在中心学校、教科局等领
导的指导和帮助下， 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
下， 圆满地完成了创省合格学校达标验收
工作。

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天到现在，我在水浸
坪乡这块土地上工作了已二十年，在这里工
作、学习，在这里成长。 工作生涯中，我从没
提过要去条件好的学校工作这样类似的要
求，因为我始终没忘记自己“扎根山乡，献身
教育”的初心。 现在，面对这份初心，我可以
大声地说：“我骄傲，因为我是人民教师！ 我
自豪，因为我是人民教师！ ”

不忘初心成长自我
邵阳市武冈市水浸坪中学 袁丽

坚定文化自信
———在文化创造中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常德市汉寿县清水湖旅游景区管理处 曾文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