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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時代的美國角色》（B e t w e e n Tw o A g e s : 
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中，首次使
用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5]。從政治、經

濟、文化等核心維度看，

這些深刻變化是20世紀70
年代，世界進入全球化時

代以來前所未有的。這意

味著整個人類社會需要

共同努力，做好準備，迎

接具有新的時代特徵的挑

戰。

如果中華文明是向

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智

慧基礎，中華文化藝術經

典應成為中國故事內容的

優先選擇。中華文化藝術

經典走向世界需要內容建

設，也需要方法與路徑研

究。針對後者，本論文檢

索了中國國內國家級、高

校、研究機構近百所圖書

館以及中國知網（C h i n a 
N a t i o n a l  K n o w l e d g e 
Infrastructure, CNKI）、
萬方資料庫，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世界經濟論壇（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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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文化界定為是「由一個

社會或社會集團的精神、物質、理智和感情等方面

顯著特點所構成的綜合的整體，它不僅包括藝術

和文學，也包括生活方

式、人類的基本權利、價

值體系、傳統和信仰」[1]。

根據這個定義，文化是引

領，是指向，是塑造，是

建設。中國《2019年政府
工作報告》，指出「當今世

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 [2]。《2020年政府工
作報告》指出，「當前和

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

面臨風險挑戰前所未有」
[3]。《2021年政府工作報
告》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仍在全球蔓延，國際形

勢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

增多，世界經濟形勢複雜

嚴峻」 [4]。這說明在全球

化處於曲折發展階段且

面臨巨大不確定性的歷

史條件下，文化認識與交

流比任何時期都重要。

概括而言，「百年而有之大變局」意味著當前

和今後較長時期的國際發展環境是全新的。1970
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Z b ig n i e w 
Brzezinski）在他的著作《兩代之間：電子技術支

摘 要：中國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闡釋國際形
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深遠影響更加促發

了關於文化與世界大走向的熱烈討論。以此為背

景，在中國與世界的文化會通面臨著歷史性挑戰

之際，重新認識中華文化藝術經典的價值與作用

具有重要意義。根據本論文提出的中華文化藝術

經典作用力的三層次理論模型：第一，在傳遞力層

次，中華文化藝術經典是世界瞭解中國的基礎。在

文化認知方面，能夠發揮正本清源的作用。第二，

在解讀力層次，中華文化藝術經典是詮釋中國價

值觀的邏輯。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經歷複雜國際

討論的當前情況下，重拾中華文化藝術經典意義

重大。第三，在改變力層次，中華文化藝術經典是

展示真正的中國文化範式的例證。國際經驗表明

匠心打磨的文化藝術經典是重塑公眾對一國形象

認知的關鍵錨點。

關鍵詞：大變局；中華文化藝術經典；跨文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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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等10餘個國際組
織，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著名

圖書館以及Hollis Classic, Books in Hollis, Sage, 
LexisNexis Academic等資料庫，搜集、整理相關
學術文獻，從國際比較的視角，做出文獻分析。在

此基礎上，配套檢索全球150個國家1600種主流媒
體相關報導，強化時效性。得出結論：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中國文化藝術經典

「走出去」在方法與路徑的國際化研究

方面，面臨的新重點任務是完善和創新

理論，從體系而不是案例或經驗等碎片

化的角度提出新的理論模型，並做出層

次界定與內在邏輯和關係闡釋。

以此為背景，本論文提出中華文化

藝術經典的作用力的核心維度。從國際

發展的視角看中華文化藝術經典的作用

力，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具備傳遞力，主要任務

是準確、有效地傳遞文化資訊，增進文

化瞭解。在這個層次，中華文化藝術經典在向世界

講好中國故事的過程中，能夠幫助實現文化保值。

也就是說，中華文化藝術經典可以幫助世界奠定

瞭解中華文化價值觀等形而上層次的基礎。第二

層次是構建解釋力，它的首要目標是能夠展示中

華文化魅力，介紹好、傳播好中華文化，從而使真

正優秀的中華文化得到理解和認同。在這個維度，

中華文化藝術經典的作用是助力中華文化達到各

美其美的高度，實現文化增值。實現這一目標，關

鍵核心是中華文化藝術經典需要有能力闡釋並理

順中華文化價值觀的邏輯，從而為國際社會從積

極正向的角度理解中華文化提供基本動力。第三

層次也是最高層次是形成改變力，即以中華文化自

身的價值觀、理念與範式凝聚共識。與此同時，中

華文化能夠以世界為師，從共識中實現相互學習

與借鑒，推動包括自身在內的不同文化邁上符合

當前時代迫切需求的美美與共的境界。作為中華

文化藝術經典作用力的最高層次，它的核心要義是

能夠以文化搭建溝通橋樑，即從社會學文化概念

中最外化的維度——文化範式的層面入手，才能
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地促進文化對話，構建積極

正向的跨文化交流環境。這個判斷符合敘事理論

的經典模型「浪漫主義的敘事邏輯（the Narrative 
Logic of the Romance）」（13層級）[6]。

綜上所述，三個層次相輔相成，遞進發展，共

同構成國際發展視角下中華文化藝術經典作用力

的核心維度（見圖1）。

圖1. 國際發展視角中華文化藝術經典作用力模型

一、傳遞力：中華文化藝術經典是

世界瞭解中國的基礎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Rut h 
B e n e d i c t）在她的著名的《菊與刀》（T h 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中，對20世紀
做出了總結。她的主要觀點是「20世紀面臨的一個
重大問題是我們對（文化）仍懷有最模糊，卻也是

最有偏見的解讀，所以我們不理解日本何以為日本

民族，美國何以為美利堅，法國何以為法蘭西，俄

國何以為俄羅斯。由於缺乏這方面的必要知識，國

家間的誤讀難以避免」[7]。形成這個局面的原因很

複雜，但世界缺乏瞭解中華文化的必要知識基礎

是關鍵。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有兩個，即歷史

條件與現實條件。

第一，歷史地看，西方視域下的中國是由西方

中心主義建構的，從開始中華文化就被貼上了很多

負面標籤。例如：西方作家創作的第一部以中國人

為主角的系列小說《傅滿洲博士》（D r .  F u 
Manchu）[8]。英國作家薩克斯·羅默（Sax Roh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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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3年創作本書時，中國人是「黃禍」的威脅論
在西方社會甚囂塵上。以此為背景，小說中所謂中

華文明被扭曲成「洗腦的巫術」。因此，當中國清

朝貴族傅滿洲在英國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便促

發出更加「邪惡」「可怕」的新力量。由於歷史原

因，「傅滿洲」的形象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力，

多次被搬上銀幕或者螢屏，成為西方構建的關於

中華文明的「文化經典」。從這個案例可見，在瞭

解中國的管道既固定又有限的現實情況下，世界

對中國的瞭解尚不具備文化基礎。

第二，著眼當前，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

對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注仍比較有限，因

此東西方之間的疏離繼續存在。正如出生於印度

孟買的英國小說家拉迪亞德·吉卜林（R u d y a r d 
Kipling）所感慨的，「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永
遠合不攏（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9]。2000年，英國對英國媒
體關於發展中國家的報導進行了調查，結論是

「數量和品質均大幅下滑，播出時間要麼是深夜，

要麼是凌晨，都是觀眾非常少的時候 ( w h e n 
audiences are typically small)」[10]。因此，雖然國

際傳播中超過60%的資訊是由英美等發達國家媒
體提供的，但發達國家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報導效

度難以讓生活在第一世界的人們瞭解佔世界人口

80%的第三世界的人們的生活。
歷史造成的問題需要從歷史中尋找答案。中

華文化藝術經典是中國歷史的文化，也是中國文

化的歷史。如果世界缺乏瞭解中華文化藝術經典

的資源和渠道，對中華文化，乃至中國產生誤解，

甚至敵意就難以避免。有觀點認為中華文化獨樹

一幟且自成體系，具有獨特的美。真正的美必然超

越各種阻礙，這就是美的力量。因此，文化自信意

味著無需刻意推廣和宣傳中華文化。這種觀點有

一定道理，但在實踐中，忽略了跨文化對話所必須

的約束條件。

以中國國粹的代表—書法繪畫的國際認知為
例，中國書法繪畫深植於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又

生動地詮釋了中華文化的精神。中國書法繪畫的

意境之美與重視道法自然的中國哲學渾然一致。

中國哲學既講究入世，更講求出世。所以，中國書

法與繪畫的靈感是源自生活的，是有溫度的。但中

國書法繪畫從生活中感悟的卻不止於反映或描

繪，而是追求「逍遙」「聖智」「至人」的境界。《莊

子注疏》中解釋了人生之自由境界是自然，「自然

耳，不為也，此逍遙之大意」[11]。因此，中國書法

繪畫講究神似，不喜專事模仿；崇尚韻味與意境，

而非色彩的華美與豔麗；追求留白的空靈與超然，

而不是整個畫面鋪陳得滿滿當當。

然而，中國書法繪畫的美學思想真是要加以

介紹與解釋才能讓國外受眾得要領。本論文統計

了外國民眾在欣賞中國書法繪畫時，最想說的一

個詞。統計結果顯示，「貧困」「人權」和「工匠」

（craf ty）等詞彙位居前列。根據本課題的海外調
研，瞭解到造成這種認知偏差的主要原因是缺乏

瞭解中華文化藝術經典的必要的背景知識。受訪

者從西方文化的認知入手，認為「中國書法繪畫色

彩單調，是因為中國貧窮落後，物質匱乏，所以沒

有足夠的顏料」，「中國畫中人總是小小的，中國

文化不尊重個體（individuality）」，「畫面處處留
白，欠缺投入、缺少真情（true passion）」等。

從文化藝術史的角度看，這種跨文化困惑有

可以理解的成分。西方繪畫成熟和繁榮於14至16
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為適應新興資產階級的需

求，西方繪畫推崇宏大的敘事、壯麗的色彩和令人

歎為觀止的規模。同樣地，文藝復興是對傳統神

權和封建制度的反抗，所以在人物處理方面會以

放大的人像體現人的力量與榮光。從這個案例可

見，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理解不會自然而然地形成，

而是需要付出努力和心血。

二、解讀力：中華文化藝術經典是

詮釋中國價值觀的邏輯

20世紀90年代，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哈佛大
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軟實力」
（Soft Power）概念。在他看來，「軟實力」是指「一
個國家在世界政治中可能會得到預期成果，這是

因為其他國家欣賞它的價值觀、效仿它的案例，希

望能夠達到它的開放與繁榮程度—並願意追隨
它」[12]。可見，當一個國家具備足夠的文化軟實力

時，會夯實民意基礎。就軟實力的構成而言，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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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三要素，即：「一個國家的文化（吸引其他國家

的地方）、政治價值觀（處理國內外事務時所履行

的原則）以及外交政策（成為其他國家所認可的

依法且有道義的權威）」[13]。由此可見，文化是「軟

實力」的底座。

通過對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全球150個國家
1600種媒體涉華報導做大資料分析，本論文發現
與中國政治形象和經濟形象相比較，國際上對中

國文化形象的關注度增長最為顯著。與1978年的
關於中國文化形象報導僅一萬左右相比，2015年
的中國文化形象國際關注度達到了607.6萬，增加
了約600倍。分析原因主要是中國的發展在一定程
度上促發了不同國家和地區、不同群體對中華文

化的瞭解願望和學習興趣。因此，2015年的中國
文化形象國際傳播關注度顯著超越1978年改革開
放伊始、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2001年中國
正式加入「世貿」、2008年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
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中國改革開
放歷程中的重要年份。

由此可見，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的改革開放，
在鼓勵國際合作的全球化的大時代背景下，幫助

中國得到了更多關注，也激發了豐富多彩的討論。

通過歷史總結與梳理，國際上關於中國的關切，

從具有普遍性的推理模式看，更傾向於從與中華

文明的歷史聯繫中辨析中國主張與政策的內在邏

輯。

在這個方面，中國需要客觀正視的一個問題

是中國的中華文化藝術經典研究在國際化程度方

面仍然存在提升空間。舉例說來，2020年4月6日，
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播出了一部製作精良的紀錄片《杜甫：中國
最偉大的詩人》（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感到有些猝不及防的反而是中國人，因為在這部

紀錄片裡，杜甫被英國比作中國的莎士比亞，而

中國的文化學者一直以來多以湯顯祖比作莎士比

亞。

為什麼會形成這種文化認知的「錯位」？關鍵

在於中西文化價值觀的邏輯是有差異的。世界眼

中的中國的「偉大」之處是什麼？國外受眾習慣於

從怎樣的中國故事裡探究答案？關於這些問題，

紀錄片《杜甫》是具有啟發意義的。

「偉大」需要具有世界意義的共通性，超越各

美其美的層次。在片中，杜甫與莎士比亞做了比

較，而莎翁的偉大在於英國作家本·瓊生（B e n 
Johnson）所總結的「他不只是一個世紀，而屬於所
有的時代（He was not of an age, but for all time）」
[14]。何種偉大是可以超越一切隔離，且永垂不朽

的？是真、善、美。正如馮友蘭所總結的，「人類所

有之真、善、美，歷史多與以相當的地位。就歷史

大勢言，則固如此也」[15]。

在片中，杜甫的偉大集中體現在他的持久

的、純粹的和深厚的愛人利人的情懷。杜甫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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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多舛，但這並未影響他的情懷。安史之亂給

國家帶來重創，沒有深切的情感，寫不出「國破山

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名句。杜甫一生貧困漂泊，

但他始終秉持儒家「民為貴」的思想，心繫天下

蒼生。所以，他痛恨「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他誓言「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既然是偉大，杜甫的知音

應與但丁、莎翁一樣是跨越時空阻隔的。紀錄片

邀請了曾主演《指環王》等優秀作品的著名演員

伊恩·麥克萊恩（Ian McKellen）爵士作為朗讀者。
值得一提的是《指環王》深受北歐神話（No r s e 
Mythology）的影響。起源於公元1至2世紀的北歐
神話，犧牲與奉獻是一個重要的主題，例如：戰神

提爾（Tyr）獻出了自己的手，巨狼芬里爾（Fenrir）
犧牲了個人自由等。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認知的差異需要在文

化的交流會通中，有意願、有能力高品質地闡釋清

楚本國文化價值觀的邏輯。在這方面，中華文化藝

術經典優勢鮮明，更具說服力和解釋力。以聯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16]提出的17項任務中名
列第三的「性別平等」為例：隨著中國社會文明程

度與治理能力的不斷提高，中國湧現出大量優秀

女性代表，尊重女性也逐漸成為主流的社會風氣。

然而，在域外講述的中國女性的故事中卻仍然不

乏刻板印象。例如：2007年好萊塢電影「諾比特」
（Norbit）。片中美國華人王先生極端歧視女性。
他在上海時賣女兒換牛，但是「這是正確的，牛更

重要！她是女兒，不是兒子」。該片後來在德國、英

國、澳大利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16個國家
上映。看過電影的受訪者對王先生記憶猶新，甚

至擔心中國的「一帶一路」會擴散中國「歧視女性

的文化傳統」。

與這種文化認知形成較為鮮明的對比，是中

國與這些國家在人文交流方面數量的顯著增加。

以國際旅遊為例，據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赴

中國的遊客由2013年的903萬人次發展為2017年的
1064萬人次。中國遊客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出境遊，也由2013年的1549萬人次增長到2017年
的2741萬人次，五年間增長77%，年均增速達

15.34%。2018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赴中國旅
遊人數1099萬人次，中國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旅遊人數首次突破3000萬人次，同比增長9.4%[17]。

巴黎、悉尼的中國旅遊體驗中心也先後落成。但事

實證明僅憑人文交流合作數量的增加，文化間的

相互理解難以自然而然地走深走實。

如何回應這些複雜的關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疑

問？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要從文化藝術經典中尋

找好故事。仍以中國女性故事為例，經典話劇《風

雪夜歸人》值得推薦。女主角玉春14歲被父親賣到
青樓。法院蘇院長為她贖身，從此過上錦衣玉食

的生活。但是，玉春認為「吃好的，穿好的，頂多不

過還是當人家的玩意兒」。她的價值觀改變了京

劇名伶魏蓮生。在此之前，魏蓮生陶醉於「這麼多

貴人捧著」的「萬道光芒」。在玉春的影響下，魏蓮

生對人生價值有了新的思考。從玉春身上，我們可

以看到中國女性對獨立人格的珍視。這部創作於

1942年的經典全面、生動地詮釋了中國人，尤其是
中國女性的價值觀。玉春被父親賣掉、被有錢人納

妾的經歷是西方作品中幾乎標化的「中國女性形

象」。但是，西方視角下的「玉春」的故事是不完整

的。因此，只有中華文化藝術經典走出去，國外民

眾才能夠看到中國精神一脈相承的邏輯鏈。

然而，中國對文化藝術經典的重視是有缺失

的。《風雪夜歸人》是中國國家話劇院自2001年組
建近20年來複排、製作的第一部現代經典劇碼。
根據本課題統計，2018年國家大劇院夏季國際演
出季165個節目，117個本土節目中中華文化藝術經
典僅佔約2%，與48個國外訪華劇碼幾乎都在呈現
本國經典形成了較為鮮明對比。

三、改變力：中華文化藝術經典是

展示中國文化範式的例證

所有的改變最終的呈現方式必然是外化的、

物質的和可感知的。正如《論語·季氏》第16篇所描
述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在關於中國的負面評價中，「中國製造」是一

個關鍵字。很多情況下，它用來暗指重量不重質。

這種對華刻板印象的負面影響巨大，在對華不利

的國際輿論條件下更會發酵並引發輿論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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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對「中國製造」的嚴重關切的原因主要有

兩個。第一，中國的發展速度。中國用幾十年的時

間就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製造業目前佔

全球製造業25%[18]。部分國際輿論會關注高速發

展的「中國製造」是否以犧牲高品質為代價。

第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中國作為後發國家

一直處於中低端製造業。在目前全球500種主要產
品中，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的220類偏重於中低端
[19]。在全球供應鏈中，「中國製造」被限制在附加

值較低的領域。再加上部分中國企業確實存在一

些問題，「中國製造」被貼上了低廉的標籤，並在部

分輿論的推動下與中國的形象相聯繫。

面對質疑，如何展示中國的工匠精神？文化

藝術經典是理想範例之一。匠心是成為經典的約

束條件。幾代人打磨的經典能夠生動地展示中國

人的工匠精神。仍以《風雪夜歸人》為例，這是一

部近三小時的大戲，但是表演、造型、佈景，甚至

鑼鼓點都精雕細刻到細節，令觀眾折服。

這也是我們的歷史經驗。1930年，梅蘭芳先生
訪美，震撼美國的不僅是京劇之美，更是他藝術創

作的細節之美。時隔近一個世紀，梅蘭芳的匠心精

神仍然令美國民眾敬佩。這也是國際經驗。眾所周

知，百老匯只上演經典。「歌劇院幽靈（T h e 
Phantom of the Opera）」上演場次最多，已上演
1.2750場，累計票房8.45億美元[20]。百老匯重視經

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看重經典作品

所呈現的匠心。這種工匠精神是美國精神的外化，

是體現美國文化軟實力的好範例。

四、結論

「全球化改變了世界的樣貌，也改變了我們

看待世界的方式。透過一個全球化的視角，我們更

加意識到我們的問題會影響到世界，而世界的問

題會影響到我們」—這是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
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社會學》（第
三版）（Sociology -The 3rd Edition）中對全球化帶
給人的影響的表述。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今天所

處的時代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時代，這也是未來的

大趨勢。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都倍加重視文化

的力量，將其視為關乎一國國際發展空間的重大

任務。以法國為例，面對日益深化的全球化和激烈

的國際競爭，它提出了文化大國戰略，目的是以文

化軟實力維護法國的大國影響力。對此，2013年，
時任法國文化部長的奧蕾麗·菲利佩蒂（Au rel ie 
Fi l ippet t i）和外交部長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在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發表聯合
署名文章，對國家的這一重要決策做出闡釋，指出

「長期以來，法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一直超出它的

綜合國力。但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由於全球
經濟持續下行，尤其是歐債危機的衝擊，法國經濟

長期低迷，國內失業率不斷攀升。在國際上，法國

的政治影響力也受到經濟的拖累。在這樣的背景

下，法國如果想挽救大國形象，需要在文化軟實力

方面尋求突破，唯有文化才能成就法國的偉大」
[21]。

全球化的時代期待是承認並尊重不同文化的

各美其美，並以面向未來的視角，推進不同文化邁

上美美與共的歷史性高度。但是，我們需要正視的

是推動世界共謀發展需要凝練不同文化間的最大

公約數。應當承認文化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以中西

文化比較為例，在自然條件方面，西方多為海洋國

家，而中國是陸地國家，由此也孕育了不同的文化

氣象，正如《論語》所說「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在歷史發展方面，中國是傳統農業國家，西方則較

早開始海外貿易。17世紀工業革命後，中西文化發
展所處經濟條件差異更為巨大。

雖然文化差異是客觀存在，但是仍然要相信

有品質的文化交流會通能夠從各美其美的階段邁

上美美與共的歷史高度。否則，中國與世界的交流

合作就不具備扎實基礎，因為這不是僅憑物質上

的互利互惠可完成的。以中美關係為例：1979年兩
國建交，當時美國國內生產總值3萬億美元左右。
2019年兩國建交40周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為21.4
萬億美元，40年增長10倍；中國為15.54萬億美元
[22]，名列全球第二，也取得長足進步。然而，兩國

在經濟領域取得的成就並不能自然而然地密切雙

方關係。相反地，日益廣泛的聯繫給創新人文交流

提出了更高要求。

綜上所述，文化藝術經典是文化的好故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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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世界各國都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不乏國際

合作與協作的大量範例。例如：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的著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以這些成果

為基礎，未來在中外文化對話與交流中，應更加科

學地平衡好經典與創新的關係，以國際視野重新

審視中華文化藝術經典的價值，為處於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的世界走向更好的時代貢獻文化智慧和力

量。誠然，僅憑文化藝術經典並不能解決當前的諸

多問題，但沒有文化藝術經典為支撐的文化交流

是一定不會有效果的。按照英國路透社的結論，

我們正在應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危

機。在危機中，更加需要真善美的文化力量帶給人

們以希望。有鑑於此，期待世界共同努力。

本論文為教育部區域國別研究重點課題成果

（項目合同號19GBQY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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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sessing the Impl icat ion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of Culture and Arts When the 
World is at a Cross-road

Liu Chen(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crystallizes the tremendous 

changes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as a new world that 
one century has ever and never see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n 2020 for the world 
add the key evidence to the strategic statement. In 
the situat ion, the world at a cross-road demands 
intercultural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ut from a 
higher perspective. To that end, this paper designed the 
three-dimension model of cultural internationality to 
asses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of culture and arts 
in Chin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conclusion identif ied that the Chinese 
classics of culture and arts hold the key due to three 
major reasons. First, at the level of dissemination, the 
Chinese classics of culture and arts lay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through clarifying the “heritage 
of history”. Second, at the level of interpretation, the 
Chinese classics of culture and ar ts can very well 
explain the cultural logic between China now and China 
then. At last,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change, the classics 
of culture and arts are significant to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norms. Drawing upon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the classics of culture and arts 
can substantially achieve an attitud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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