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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共生 和而不同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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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都不同程度地积淀在民族文化当中。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民俗性、凝聚性、独特性、交互性、变迁性的特点。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少

数民族地区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动力源泉，它丰

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与价值，

关系到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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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

家，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经过无数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不同民

族、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共同构筑了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统一

性和多样性。
一、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

少数民族地区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少数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体上看，我国民族地区

的文化地图可以用“六圈四线”来概括，即新疆文化

圈、青藏文化圈、陕甘文化圈、蒙宁文化圈、川渝文化

圈、云贵文化圈和丝绸古道、唐蕃古道、草原古道、南
方丝路。民族地区有众多且影响大的文化遗存，堪

称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多元起源( 苏秉琦语) 过

程中的耀眼明星。如陕西的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甘

肃的齐家文化，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内蒙古的红山文

化、夏家店文化，云南的元谋猿人遗址等。在以后的

历史进程中，民族地区也涌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历史

文化，如秦陵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楼兰古国、布达拉

宫、拉卜楞寺、塔尔寺、成吉思汗陵、乐山大佛、湘西

里耶秦简等。就现实层面来说，我国中部、东部文化

主要是汉民族的各区域性文化，如楚文化、齐鲁文

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等，而西部文化最显著的特

点是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
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除黎族、满族、赫哲族、

畲族、高山族外，其他少数民族在西部都有相对集中

的聚居区。有 80 多种语言，涉及汉藏语系、阿尔泰

语系、南亚语系等，造字结构有方块文字、象形文字、
拼音文字等; 涉及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
督教及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各民族在长期的历

史进程中，创造并传承着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如伊

斯兰教各民族的开斋节、甘肃藏族的香浪节、傣族的

泼水节、土家族的摆手舞、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彝
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贵州苗族及侗族的芦笙

节、壮族的莫那节、基诺族的播种祭、纳西族的东巴

文化、布依族的三月三节、永宁摩梭人的走婚、甘肃

的花儿等等。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繁花似锦，举凡文学、艺术、

建筑等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在民族文学方面，蒙

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

《玛纳斯》并称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在世

界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民族艺术方

面，侗族的三声部合唱世所罕见，纳西族古乐名扬天

下，阴山岩画被誉为“最大的古岩画宝库”。我国民

族地区的自然景观也异常丰富，并且已经和当地的

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各具丰韵。如广西的桂林山

水，云南的路南石林、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贵州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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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鸡洞、安顺龙宫、梵净山，湘西的张家界，四川的黄

龙、九寨沟，青海的青海湖、江河源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

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都不同程度地积淀在民族文化当

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 多样性。多样性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

特征。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

己独具特色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体现在

各个层面上，如物质生产方面，有的民族主要从事畜

牧业生产，如蒙古、哈萨克等; 有的民族主要从事渔

猎生产，如鄂伦春、鄂温克和赫哲族等。而以农业为

主的民族也可分为多种类型，有的属于山地刀耕火

种型，如佤、独龙、基诺、布朗和景颇等族; 有的属于

山地耕牧型，如彝、羌、白、纳西、普米、拉祜等族以及

部分藏族和澜沧江东岸的傈僳族; 有的属于山地猎

耕型，如苗、瑶、畲等民族以及土家、仡佬和部分彝

族; 有的属于丘陵稻作型，如傣、壮、侗、仡佬、毛南、
黎和朝鲜等民族; 有的则属于绿洲耕牧型，如维吾

尔、乌兹别克、达斡尔和锡伯等族。各少数民族有形

的物质文化和无形的精神文化都从不同角度向世人

展示着各自的发展历史、文化心理、伦理道德和审美

意识。
2． 民俗性。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往往以千姿百

态的风俗习惯形式展现出来。社会学家认为，“民

俗”的 内 涵 是“集 体 的、类 型 的、继 承 的 和 传 布

的”［1］57。民俗性以不同于主流文化的形式存在，表

现在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节庆礼仪、娱乐艺术等方

面，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一个民族文化的主体也

就在祭祀、节日等一系列的活动上，依靠一种集体无

意识的渗透来完成它的传承。”［2］民俗性反映了一

个民族的共同心理情感，发挥着社会规范的制约作

用，维护和巩固着民族共同体的稳定。
3． 凝聚性。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 56

个民族互相交流、影响而形成的多元统一体; 但对内

而言，各民族又有着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身份

意识、认 同 问 题 是 各 种 层 次 的 共 同 体 的 核 心 问

题。”［1］2少数民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共同的民族心

理和民族情感起着重要的凝聚作用。如伊斯兰教对

于回族，藏传佛教对于藏族，鼓楼对于侗族，泼水节

对于傣族，等等。某一种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具有的

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这种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4． 独特性。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由不同的民族

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创造出来的。由于先定的环境

和条件不同，每种文化都体现出其民族思维和行为

模式的特征，是人类应对自然环境及其挑战的独特

的智慧积累。从现有资料来看，没有哪个民族的文

化或文明是完全相同的，不存在整体划一、同质的文

化。这种独特性体现在民族文化的表层符号及其深

层意义之中。以民族舞蹈为例，同样是以牧业为主

的藏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藏族舞蹈脚部动作多，

强调踢踏，铿锵有力，步伐豪迈而粗犷; 蒙古族舞则

以抖肩、揉臂和各种马步动作为特色，在表现人的同

时也表现马的雄姿，有“人不离马，马不离人”的马

背民族特点; 哈萨克族舞则显得敦厚强健，充满力量

和热情。
5． 交互性。一个民族的文化，其发展与提高离

不开同外部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呈现出双向性的

态势，交流的双方互相融汇、彼此渗透，从而使各民

族的文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又表现出某种

文化上的普遍性、混融性。例如，在宗教方面，藏、蒙
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纳西、普米等民族多数人信

仰藏传佛教; 节日方面，彝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
哈尼族、基诺族、拉祜族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二
十五这两天都过火把节; 服饰方面，蒙古族的服饰对

满族服饰影响很大，满族的红纬帽、马褂、套褂、云肩

等，都是受蒙古族的服饰影响发展而来的。而满族

服装，尤其是贵族的服装，在清代以后又对蒙古族及

其他一些民族有着很大的影响。
6． 变迁性。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是一成不

变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是如此。“我们看做并

说成习俗和结构的东西都是历史的。一切都有历

史，每一处的习俗、实践、结构都在变化，尽管有时变

得很小很慢，但关注这些变化的动力很重要。”［3］3相

对于日益丰富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

移风易俗、传统文化不失时机地变迁是至关重要的，

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由于历史、环

境、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不同，各民族文化变迁的过程

也千差万别。重视过程研究的人类学家巴特认为:

“思想要用人们的实践来衡量，变迁是一个连续转

变的、变化了的行动模式，它是从革新开始以体制化

告终的。”［3］15当“新的利益和新的条件与新的哲学、
伦理思想通过被解放了的人的活动相互作用，一种

谐调关系迟早总会形成，新的民俗体系也终究会稳

定下来。”［1］70

纵观当代中国文化变迁中少数民族文化所处的

境地，无疑是喜忧参半的。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

下，少数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遭受着愈来愈严重的

冲击和面临被同化的危机; 另一方面，根据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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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在历史的发展、变化中发

生文化变迁，文化变迁也是文化更新、文化创新的一

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二、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

地位

1． 少数民族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

要内容。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虽然以儒家文化为

主体的汉文化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其他少数民族

的文化从来就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少数民族都发展了与其

生存、发展环境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文化。“文化

不是‘零七碎八物’的拼凑堆，文化的不同因素满足

了人类生存的适应性前提，在象征符号的运用中表

达了人类行动者的创造性，并且反映了人性那些相

互传递的经验。”［4］民族文化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真

实地保存了过去的历史、灵魂，能够把人类经验浓缩

了的精华传诸后世，使它成为一个民族的活的记忆。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少数民族创造了多

姿多彩、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
第一，语言文字方面。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

的民族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民族在语言的

基础上创造和使用了文字。我国少数民族创造和至

今还在使用的文字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

克文、傣文、锡伯文、彝文、朝鲜文等等。
第二，天文历法方面。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的

《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

天文图是游牧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的标志。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很多民族都创

造了适用于本民族的历法。云南傣族的傣历，起源

可追溯到周秦之际，现行的傣历始于明代之前，是一

种阴阳合历，并吸收了汉历干支记时方法。藏族使

用的藏历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也是一种阴阳合

历，以麦熟为岁首月。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

用回回历，即伊斯兰教历法，为阴历。虽然有些民族

后来采用了其他民族的历法，但仍保存着自身的特

色，并根据本民族的情况作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第三，医药卫生方面。在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过

程中，各民族都积累了一定的医药知识和经验，进而

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医药学。蒙古族的医药学历史悠

久，在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藏医和汉医的经验。蒙

古医药学家的著作有 14 世纪成书的《饮膳正要》、
17 世纪成书的《方海》、19 世纪成书的《蒙古正典》、
《蒙医药选编》、《普济杂方》等。维吾尔族的医学也

有较完整 的 体 系，唐 时 颁 行 的 药 物 文 献《新 修 本

草》，记载了今新疆出产的药物 100 多种，反映了当

地民族的医药经验。
第四，民族历史方面。很多少数民族用自己的

文字或其他民族的文字，撰写了反映本民族历史的

著作。如蒙古族 13 世纪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
( 又译为《元朝秘史》) 、明时成书的罗布藏丹津的

《大黄金史》、无名氏的《蒙古黄金史纲》、清代成书

的萨冈车臣洪台吉的《蒙古源流》、卓特氏富俊的

《蒙文旨要》、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的《西斋偶得》、彭

楚客的《大元盛朝史》等，藏族思想家创作的《西藏

王臣记》、《贤者喜筵》、《青史》等等，都是闻名于世

的史学著作。以上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是我国史学

发展的重要部分，为后世全面研究我国政治、经济、
历史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五，文学艺术方面。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艺

术更是丰富多彩，不仅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也具有

鲜明的民族色彩和风格。少数民族都有用文字书写

的或口头传诵的优秀文学作品。例如藏族的《文成

公主》、《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云

游僧的故事》、《嘎达梅林》。我国少数民族的绘画

艺术同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

歌曲蕴涵着独特的民族气质和情怀，甘肃、青海等地

流传的民歌“花儿”为各族人民喜闻乐唱。少数民

族的戏剧，如壮剧、白剧、傣剧、布依戏、侗戏、藏戏和

维族的歌剧，也是我国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

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宝库，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相互交融和集

合，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精神。没有少

数民族文化的多姿多彩、争奇斗艳，就没有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和迷人魅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无限活

力和历久弥新。
2． 少数民族文化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类型，增加

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在各自的地理环境

中，在适应生存需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早

期文明圈，相继产生了采集、狩猎、农耕、游牧等多种

文化形态。在中华大地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中，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

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

为经济基础。而北方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

特色。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

牧业为经济基础。古代中国由此形成了三大类型的

文化区，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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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游耕文化。
游牧文化是一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复合型

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区别于中原汉族文化的主要

标志之一。它是以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的文化，始终保有

迥然不同的独特文化内涵和风格。从文化学上分

类，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以崇尚自然为根

本特质的生态型文化。这种文化从生产方式到生活

方式，从观念领域到实践过程都同自然生态息息相

关，融为一体。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作为两种最基本的文化类

型，各有不同特色。游牧民族以其充满活力的豪迈

刚劲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儒雅稳健互相借鉴，相得益

彰，构成既珠联璧合又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在长

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大文化区系既

相对稳定，又互不封闭; 不同类型文化主动被动地发

生接触，相互撞击，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不断创造出

新质文化，最终趋于融合，促使了中华民族统一体的

形成，并使中华文化长期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生

命力。
少数民族文化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

之中，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农耕、游牧、渔
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增加了

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3． 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绘制

了中华文化的崭新图景。关于中华文明、文化的起

源，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由于考古发掘的局限，人

们多将视野集中于黄河流域，认为只有黄河流域是

中华民族的摇篮。后来这种理论被新的考古实践所

打破。比如，在长江流域下游发掘了河姆渡文化，在

大凌河流域发现了红山文化，在长江流域上游发现

的三星堆文化，等等，从而证明在中华大地这个地理

单元中，并非只诞生了一个早期文明，而是呈现多点

并发的状态，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不是一元的、直
线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共生的，在中国的东西

南北中都有早期文明的生长点。一般认为，中华文

明的直接源头有三个，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

草原文明，中华文明是三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
华的果实。多元共生、多元一体是中华文化的鲜明

特色。
以北方少数民族草原地区为例，大量的考古资

料和深入的研究表明，这里的早期文明，是中华民族

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我国北方、东北和

西北地区等草原地带，不但分布有许多早期人类活

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素文化、扎赉诺尔文

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印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

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

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表明，在史前时代，北方

地区社会发展程度居于领先地位，是“中华文明曙

光升起的地方”，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

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并在数千年间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

文化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每一个文明在其自身发

展的过程中，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甚至

会严重影响文明本身的发展，这就需要在与其他文

明的交流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完善并发展自身。
中国是以华夏为核心逐渐发育成的一个多民族的国

家。汉族本身即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很多历史上

曾经活跃的民族都融合到汉族当中。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在相互交往中，不断融合、同化

和汇集，发展成现今的 56 个民族。
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

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就是在整合如此之多的区域

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种整合，并不是简单

的强者的文化扩张，而是对各地区、各种文化因素的

重新组合与价值定位。历史上的诸多民族不断参与

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不仅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

入动力和活力，并且与汉文化交汇融合，在各个区域

的基础上缔造一个更大的文化传统，使中华文明达

到新的高度。
居于不同地域、有着生产方式差异的各民族以

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秦汉以来，在中原地区种植的许多农

作物以及瓜果蔬菜，都是由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比

如葡萄、芝麻、蚕豆、黄瓜、胡萝卜、胡椒、菠菜( 波斯

菜) 、大蒜、石榴等; 宋代以后才开始在中原种植的

高粱，也是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来才推广到全

国各地; 棉花在内地的种植和推广归功于云南的哀

牢人和西 北 的 高 昌 人; 契 丹 从 回 鹘 地 区 得 到“西

瓜”，又将西瓜种植法传给了汉族; 擅长畜牧的少数

民族培育的马、羊、驴、骡等牲畜输入中原后，大大推

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方便了人民的生活，其中产自

塞外的驴、骡被司马迁称为“奇畜”。纺织技术在少

数民族地区更是历史悠久。宋末元初的松江人黄道

婆，至海南崖州学习黎族先进的棉纺织技术，融和江

南的丝、麻纺织技术，返乡后改进棉纺织工具，发明

4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 1 期



脚踏纺车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民族间语言接触的深层影响也使得汉语的语言

结构发生变化。满语对今天汉语的东北话、北京话

和普通话的形成，在语音和词汇方面产生了莫大影

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语言事实证明，语言影响是

无界的，如在青海，分析型的汉语变成了黏着型的河

州话［5］。汉语西北方言———青海话通常是用后置

词“呵”来表示假设，这即是两种结构不同的语言

( 汉语和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 长期接触产生的

“借用”效应［6］。桥本万太郎把甘肃、青海地区这种

鲜明的语言区域特征和语言结构类型上的联系称之

为“汉语的阿尔泰化”［7］。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 “中国人从本民族

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

多样的，丰富多采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

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

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

步发展也是有利的。”［8］6从古至今，中原文化通过各

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域外文

化也源源不断传入中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造就

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赋予其统一性和多样性的

鲜明特征。不以血缘论夷夏，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史

上的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传播和认同，成为各民

族亲近与交融的强大精神纽带。因此，如此众多的

文化渊源各不相同、文化理念千差万别的文化分枝

却都在中华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

栖身之地。
4．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华民族是由众多民族在形成为统一国家

的长期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在中国

地域内，先后生息和繁衍过许多民族。各民族之间

固然有冲突、对抗乃至战争，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

化交流、借鉴、吸收和互补是主流，历史发展的总趋

势是由多元到一体、由自在到自觉。这一发展趋势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民族结构由松散到紧密、由可

分到不可分。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

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

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

族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

样性并不能抹煞共同性和统一性，各民族文化不断

交流和整合，多元一体的格局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
费孝通先生 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的著

名演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提出“多元一

体”的概念。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辽阔疆域和富饶

土地也是各族人民的祖先共同开拓的。正是多样化

的少数民族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造就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这里的一体不仅是

指国家层面上的一体，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

是民族层面上的一体; 一体也不是完全相同，而是共

同因素逐渐增多，同时要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各

民族在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统一文化的过程中，继承

和发扬各自的文化传统，使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增

强创新和适应的能力。”［9］

一部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

的“多元一体”的历史。在我们的理念中存在一种

超越于单一民族认同的家观念———中华民族大家

庭，这个家成为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的一种文化认

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并不是把 56 个民族

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各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

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

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

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多

元一体格局中，56 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
“一体”，不是指汉民族，而是中华民族。汉族就是

多元基层中的一元，但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

成一体。同时，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

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

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

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事实上，整个中国并非是一个统一、均质的区

域，“和而不同”是多元一体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中华文明的主流而言，“和而不同”不仅仅是一种

应然状态，也是一种实然状态。“和实生物，同则不

继”。“和”是指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矛盾诸

方面的平衡，亦即事物多样性的统一。只有两个以

上不同性质的事物聚集、组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新事

物。所 以 它 是 丰 富 的，具 有 生 命 力 的。而 相 反，

“同”则是指形而上学的无差别同一，简单重复，绝

对等同。没有多样性的绝对同一只能使这个世界

“不继”，即停止了生机，更遑论繁荣和发展。
因此，“和而不同”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与状

态。文化要有新的发展，要呈现和谐、平等的状态，

必须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费孝通先生明确指出: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

同’的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和而不同’就是‘多

元互补’。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

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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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8］5 － 6

由此可见，只有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才

能做到各种文化的“多元互补”、“美美与共”。中华

民族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少数民族

文化与汉文化的并存及相互作用，将构成一种不是

“同化”而是“混一”的发展路径。多元文化在交流

中的结果或是融合，或是求同存异，或是互相了解相

异之处，做到“并育而不相害”。而倘若以文化优越

感的态度看待异质文化，可能会为了某种“保有”而

失去“自新”的能力和机制，甚至是诱发冲突引起对

抗，最终诉诸暴力和战争。
因而，多元共生、和而不同，这是从中华文化发

展史中得出的结论。如何正确看待和理解少数民族

文化的地位与价值不仅关系着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格局的认识，还会从根本上影响和谐平等的民族关

系的现实构建以及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结语

自古以来，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

缔造了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

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汉文化 ( 华

夏文化) 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统一体。其中，丰富多

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影

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壮大了各

自力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容。当下，对少数民族

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的审视和探究，正是试图更好地

理解和诠释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价值，加深对中华

文化多元一体格局认识，重新建构一种开放式的文

化观，并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对话关系的

再认识或 再 认 同，实 现 一 种 从 中 心 － 边 缘 ( 汉 文

化 － 少数民族文化) 的话语体系到多元共生、和而

不同的文化范式之时代转换。这种认识转向将引导

我们重新走进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一部中华文明

史不应仅是二十四史书写建构的“中国历史”，而应

当是包括蒙古长调、《玛纳斯》以及红山玉文化等在

内的多源多维、立体呈现的文化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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