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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司文化是学界近二十年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依附于元明清等朝创设实践
的土司制度和民族地区建立推行的土司政治，是由国家政治精英、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及世代
民众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总和，制度层面包括土司制度及支撑土司政治的历朝羁縻制
度、宗法制度和民族传统制度、民间习惯法等，政治层面包括土司政权的治所、衙署及运行
机制和土司及族裔的生活起居、饮食服饰、社会交往及审美活动等，教化层面包括土司文治
教化的活动、场所、器物、人物、事件及成果，民间文化层面包括民情风俗、生活经验、生
产知识、审美情趣和社会理想等并表现在生产劳动、生活习俗、岁时节庆、方言土语、故事
传说、歌舞戏剧、婚葬嫁娶、人生礼仪、社会交往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区域性、民族性、等级性、政治性、伦理性、等级性及性别性特特征，值得予以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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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余嘉华先生研究云南“木氏土司的诗文成就”，首提应重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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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文化的研究与评价”， 随后因土司制度与土司问题等研究的深入渐成热词，但对其存在
不尽相同的认识。笔者早前有部分成果涉及土司文化领域，或者探讨土司文化事象，但囿于
学养积淀等不足，始终不敢从学理建构的角度，妄论诸如土司、土司制度和土司学等讨论热
烈而尚未完全达成共识的重要概念。为弄清研究状貌，笔者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以“土司文
化”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检索出 150 余条相关记录，除非学术性研讨外，主要是关于中
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政治、土司时期文治教化与土司文化遗产等的研究成果，少量会议与论坛
的综述也提及土司文化。截至 2016 年上半年，“土司文化”至少被李世愉、罗维庆和田敏
等近十位专家学者撰文研讨。笔者不揣妄陋，试图把握土司文化的内涵，以砖引玉，请予指
正。
一、土司制度文化
学界经二十年研讨，基本达成“‘土司文化’根源于土司制度，但土司文化是从土司这
个概念引伸出来的”共识。从发生角度看，元朝吸取秦汉至唐宋土官羁縻统治的经验教训，
将“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成功治策推及西南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并上升为“大一统”
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整合少数民族和治理民族地区的国家制度之一，系数百年
土司政治的根本，为土司文化积淀传承开启了道路。“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的产物”，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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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制度概念的延伸和拓展，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学界长期用力揭示中国土司制度的内涵、源流与价值和西南等地土司政治的兴起、废止
和影响等问题，全国视角研究中国土司制度源流变化的代表成果主要有佘贻泽《中国土司制
度》、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与《中国土司制度史》和吴永章《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
等，断代研究土司制度的代表成果主要有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成臻铭《清代土司
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等，区域研究土司制度的代表成果主要有吴永章《明
代贵州土司制度》与《清代广西土司制度》、蓝武《从设土到改流：元明时期广西土司制度
研究》等，李良品《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土兵制度与军事战争研究》探讨土司时期军事制度。
余嘉华先生开启了文化视角的土司研究，成臻铭指出“土司文化：民族史研究不能忽略的领
域”，李世愉先生认为“土司文化是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出现和存续的一种历史现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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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实施的产物， 二者属于递进因果关系，即没有土司制度也就没有土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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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把“石砫土司制度与社会控制”作为石砫土司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认为土司制
度包含于土司文化。因为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要求人们遵守的法令、礼俗等，主
要包括国家行政管理体制、人才培养选拔制度、法律法规制度和民间礼仪俗规等，具体形式
有习惯、道德、法律法规、戒律、规章、条例及其他正式与非正式约束及实施机制，具有调
节人际社会关系的作用和价值，是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并提的重要概念，被应用到社会学、
政治学及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制度与文化相互统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不存在没有文化
价值的制度和没有制度形式的文化。成臻铭从政治文化角度整体观察“清代土司”，其成果
《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包含清代土司制度，也把清代土司制度
当作清代土司文化的内涵。刘兴国把土司制度纳入土司文化来观察，其文《明代达州南昌滩
土司文化》关涉明代达州南昌滩土司的历史沿革、土司制度兴废、南昌滩位置和南昌滩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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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石鼓镇守等。 事实上，土司制度是中华民族制度文明的重要部分，是元明清等朝根据西
南、中南和西北等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貌，吸取历朝国家整合与社会治
理的经验教训，在“大一统”历史框架和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制定和实施的地方政治制度，
是旨在推进国家权力渗延、强化王朝统治的治理策略和民族政策，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
构成，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及中国国家“多元同创”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作
用和深远影响。
西南等地民族众多，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传统制度乃至民间习惯法和元明清时期的中原
文化汇融借采，共同维系王朝的国家统治和地方的土司政治。宗法制度和民族传统政治制度
如彝族“九扯九纵”及家支制度等具有和国家土司制度与地方土司政治融通支撑的价值，也
是元明清等朝维系地方土司政权和各民族土司政治的重要制度，也是土司制度文化的重要内
涵。忻城莫氏土司文化源于元明清等朝的土司制度，忻城土司文化是多种制度文化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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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土司制度文化作为土司文化的重要构成，既包括元明清等朝创设实践的土司制度及
以前历朝的土官羁縻制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法制度，也包括土司时期西南等地民族传统制
度和民间习惯法，创造主体是历朝国家政治精英、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及世代民众，是土司文
化得以创新发展的制度基础和支持。
二、土司政治文化
土司制度根本上是元明清等朝整合西南等少数民族和国家强化民族地区统治的制度，通
过各级土司政权治理民族事务和统治民族地区。受自然人文环境差异、民族构成及主体民族
不同、距离汉区远近及交通状况差别等的影响，我国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履行职位承袭、军事
征调、朝贡纳赋及崇儒兴学等王臣义务，土司政治差别明显，取得的历史成就、社会影响和
治理经验也不完全相同。因此，专家学者研究国家关涉土司的重大历史问题、西南等地土司
治理及土司关系等，土司政权的治所、衙署及运行机制和土司及其族裔的生活起居、饮食服
饰、社会交往及审美活动等被目为土司政治文化，具有民族性、等级性、贵族性及家族性特
征，体现王朝国家时期中华民族整合、边疆事务治理的制度文明和政治智慧，包含中华民族
与中华文明认同，是深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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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源。
土司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方面”，和王朝国家的土司制度与民族地区的土司政治紧
密相关，包括建筑、雕塑、绘画、寺观、神像、饮食、音乐、艺术等复杂方面，土司及其族
裔和各族土民共同参与文化创造。“土司学的研究对象是土司文化，土司学就是研究土司文
化形态及其转化规律的专门学”，土司文化在政治层面包括“土司政治意识形态、土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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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土司政治制度和土司政治体系”等方面， 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
历史人类学观察》等成果从政治文化角度观察认识“清代土司”问题，是研究清代土司文化
的重要成果。土司城搬迁折射土司的命运变化和土司区的盈缩变动，各族土司在建筑选址和
城市规划方面具有迷恋风水、以内驭外的政治文化倾向，伦理型建筑体系一定程度体现土司
的政治制度文化、政治行为文化与政治心态文化，是土司文化的核心构成之一。[8]贵州遵义
播州土司海龙囤、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及湖南永顺老司城等在 2015 年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表明国内外都高度认可中国各族土司的职衔品级、军政统治及其生活起居、服装首饰、
社会交往和审美情趣等和土司时期城池街衢、衙署庭院、牌坊碑铭、桥梁道路乃至山寨囤堡
等的政治文化属性，是不可替代却亟需保护的文化遗产。现贵州岑巩的木召古城被目为“元
至明早期田氏思州司城”，由沿江安抚司等土司等规划并组织土民筑成，是“元明思州田氏

土司的政治中心”，在明清时期是政治、军屯、农耕与商业的结合体，政治、军事和经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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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浓厚。
因此，土司政权构成与运行体制及土司族裔生活居饮与社会交往等是土司政治文化的重
要内涵，体现元明清等朝在中华民族整合、边疆事务治理方面的制度文明和政治智慧，包含
各民族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认同，是当下深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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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资源。 广西莫氏土司自明万历土官莫镇威开始，继承民
族传统建筑习惯，吸收中原汉族建筑的精华，设计、构建和扩建其衙署、祠堂、府第、官塘、
陵园、三界庙、关帝庙等土司政治建筑群落与土司及生活居饮、社会交往所需的土司庭院馆
阁等，是广西莫氏土司政治文化乃至壮族土司文化的鲜活例证，创造主体是国家制度层面的
政治精英和各民族的上层分子及世代土民。
三、土司教化文化
元明清等朝将土司制度作为对西南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国家整合的手段和策
略，继续重视学校教育和中原文化传播在“以文化民”和文化一体中的作用，奖劝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的科举教育，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及中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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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元明清等朝土司文教制度与王朝国家民族政策的影响，西南等地各族土司为巩固和扩大
自身统治而致力于文化建设，包括崇儒兴学、变风革俗、交游唱和，极大影响了土司文化的
内涵和品位。学界二十年来逐渐关注各族土司的文化建设，揭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地方民
族文化的二元互动，发掘国家土司制度及地方土司政治给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影响，认同
各族土司文治教化的活动、场所、器物及成果等的文化属性，西南等各民族土司文学及民族
地区土司时期学宫书院司学等教育教学及相关人物、事件、器物等凝结深厚的人文底蕴，属
于土司文化的重要范畴和基本内涵。
（一）土司文治教化
土司文化是中原文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成果，由王朝国家与各族历代土司共同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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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王朝意识形态影响和为融入国家主流文化，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出于巩固统治，“以文化
民”，坚持民族宗教信仰，接受中原文化影响，倡导儒家道德伦常，推动释道等宗教的传播，
其崇儒兴学和倡修寺庙宫观及交结僧侣道徒等被目为土司宗教文化，体现中华文化“多元一
体”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土司文化遗产的内涵构成。
元明清等朝创设实践土司制度，西南等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土司政治长达数百年，国
家和土司的文化建设给历史形成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施加影响，土司文化得以形成、积淀
和传承，并有时代、民族和地域的烙印。酉阳土司“发动科举教育”，“变革民情风俗”，
“交结文人墨客”，其结果是“培养封建人才”，“提高文化素质”，“促进文化交流”，
学宫司学、寺院宫观等得以兴建，土司文学得以兴起，民情风俗得到变革，对各族土民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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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的影响深远。 播州土官土司自南宋至明代，推行“以汉文化和儒家学说为主的文化
教育”，崇儒兴学的场所如播州宣慰司学，人物如杨粲、成就如民风变革等，都属于土司文
化的范畴，[11]遗迹遗址遗物、诗文佚事传说及道德伦理观念等是土司文化的内涵，被称为土
司教育文化。土司教育文化涵盖土司的教化机构、兴学理念、研习内容、教育条规及史文作
品等方面。[6]湖广土司及其族裔学习推广“汉文化”，兴办学校，结交汉区知识分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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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民族文化并引入新内容”，“并把汉族先进文化引入自己文化体系内”。 因此，土司
文化渊源于元明清等朝的土司制度，和各族土司文治教化活动相关，表现在制度设计、意识
形态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影响到部分而非全部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
西南等少数民族坚守原始宗教信仰，接受中原文化英雄，在土司政治背景下推动佛教、
道教乃至伊斯兰教等的传播，被目为“土司宗教文化”，创造主体包括各族土司及其族裔和
历代土民。土司宗教文化包含中国境内和土司制度、土司政治有关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
与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等，多元多态的场所、科仪、神族、信徒及宗教民俗活动的影响深远，
和王朝边疆民族治理的制度、策略和措施相关。[6]武陵山区的土家族土司为强化统治，神化
并提升其祖先神为土民共同信奉的神灵，如土王崇拜；修建宗庙政教场所，如祠堂寺庙宫观；
参与宗教活动甚至皈依教派，刊刻宗教科仪经籍，土司宗教文化积淀深厚。
（二）土司文学创作
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及其族裔独专文教权利，逐渐具备运用汉族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能
力，出现代不乏人的文学世家现象，被目为“土司文学”，是土司文化的重要方面。土司文
学和元明清等朝土司制度推行、国家权力渗延、中原文化传播、崇儒兴学推进及西南等地的

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变迁相关，相关的事件、人物、成就及规律、经验等是土司文化重要的
内涵。
从学术史角度看，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及其族裔的诗文作品一开始就作为土司文化的经
典内涵被加以研究。除云南纳西族木公、木高和木青等诗文成就外，西南等“各地土司有大
批诗文集及学术著作传世”，“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植根于丰厚的民族文化。云南巍山左
氏数代诗文传世，华宁禄氏工尚书法文艺又结交名流，姚安高氏兴学修志塑像，《妙香国诗
草》及《鸡足山志》等著作“代表了当时当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丰富了该民族
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土司文学在土司文化、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与土司文
化共同呈现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辩证统一。笔者曾专门
讨论“石砫土司的文治教化”与“石砫土司文学”，认为“土司文学是历史上各族土司及其
家族成员创作的文学，具有作者家族性、题材封闭性、体裁失衡性、技巧成熟性等特征”，
是民族地区在元明清时期文化建设的成果，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传播与学校教
[14]
育共同作用的产物。 鄂西南容美土司文学“是土家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汇融合的文学硕
果”，系“容美田氏土司文人”学习中原文化、提高汉文学修养、交流文艺创作理念技艺，
运用汉族语言文字创作的结果，是历史时期民族地区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和乡俗民风等的艺
术再现，文化价值丰赡，对民族文化融合的语境、途径、方式及其成效有启示作用和学术意
[15]
义。 因此，容美土司文学是明清时期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互动的硕果，“汉文化与土司文
[16]
化”的双向互动在鼎革乱世尤其突出。
西南等地各族土司及其族裔饱含宗族深情纂述家族源流功业、领地风土人文及经史研读
体会，作品因内容表达的情感性、语言运用的技巧性及体裁形式的传统性等，分属土司文学
“文史类”和“纯文学类”等类别。土司文学的“纯文学类”体裁主要包括诗歌、散文及词
等，创作呈现增多趋势，以诗歌最为成熟最具影响；“文史类”特殊形式主要指家族谱牒、
[17]（P166）
地方史志和公文檄书等，撰著也日趋丰富。
土司族裔及土民精英纂修的家谱、方志等
是土司文化的重要构成，如容美土司《田氏族谱》、施南土司《覃氏族谱》、永顺土司《彭
氏族谱》等，具有补正史籍的意义。土司及其族裔的史学撰著更具文化意义，如永顺土司《永
顺宣慰司志》、卯洞土司《卯洞安抚司志》、《石砫宣慰司志》等，研读经史的成果还有永
顺土司彭明道《逃世逸史》、容美土司田舜年《二十一史报要》和《二十一史补遗》等。除
城池、衙门、墓葬、印章外，思州土司文化还有相关土司的史籍、方志、族谱、史传谣谚、
[18]
民间传闻和地域名称。
由此而论，土司文学为土司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渊源于元明清等朝创设实践的土司
制度，深受西南等地土司政治的影响，在中原文化传播与崇儒兴学、科举取士等国家策略的
推动下，土司及其族裔因文教权利独专和中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共同作用，运用
汉族语言文字创作而成，并在交流切磋中得到提高。
四、土司民族民间文化
元明清等朝通过土司制度，让各族土司对其领地和土民实行间接的国家统治。为维系地
方统治、履行朝贡纳赋、军事征调义务，西南等地各族土司致力于经济开发，借助汉族地区
先进的技术、物种和工具，推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形成独特的社会形态、生产关
系、交往方式和生活习俗。受土司制度规约和土司政治的影响，西南等地各族土民在土司时
期的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及由此形成的民情风俗、生活经验、生产知识及审美情趣和社会理
想，是土司文化的重要内涵，被目为“土司民族民间文化”。土司民族民间文化还包括方言、
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戏剧舞蹈及节日、婚葬嫁娶等多样形式，内涵丰富，是我国边疆地区
[6]
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重要部分， 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民族地区在土司时期的社会、政治、
经济面貌。
西南等地大多生态脆弱和贫瘠难耕，各民族世代传承的地方性生态知识，在土司时期蕴
含着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是国家推行土司制度和延续土司政治的重要原因。[19]元明清等朝
推行土司制度，广西壮族土司文化与民间文化相关者主要包括歌圩文化、社庙文化、审美文
[20]
化、建筑文化、山水文化等， 土民的生产生活、游艺竞技、岁时节庆、社交礼仪等打上了
[5]
土司政治的烙印，时代性、民族性和区域性差异明显。 西南等地各民族受土司政治的影响，
服饰饮食、宗教信仰、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及方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戏剧舞蹈及节日、
婚葬嫁娶等体现出民族性、地方性、时代性、等级性、礼仪性、场合性、季节性等特点，是
[6]
我国今边疆地区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播州“土司文化是指生活在土司所

统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在土司制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是边疆各
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民族民间文化
主要包括民居建筑、服饰、饮食、乐器、歌舞、宗教、器物、交际礼品、工艺产品、生活用
具、生产工具等有形文化事象及流传在大众的神话传说、史传谣谚、故事寓言、音乐舞蹈、
节庆活动、民间习俗、人生礼仪、宗教祭典、习惯法规等无形文化事象，系“民族文化的重
[21]
[22]
要组成部分”，具有历史文化、艺术观赏和科学考察等价值， 是黔北文化的组成部分。
蓝利萍认为：土司文化的民族民间文化部分理应包括土司时期各族土民的生产生活用具等物
质实体文化及国家土司制度与地方土司政治影响下的土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
[23]
精神虚体文化。 云南土司文化是云南境内各民族因国家土司制度与地方土司政治影响，形
成和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其民族民间文化部分表现在民居建筑、服饰、饮食、
器乐、歌舞、宗教器物、交际礼品、工艺产品、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有形文化及包括土司
的神话传说、史传谣谚、故事寓言、音乐舞蹈、节庆活动、民间习俗、人生礼仪、宗教祭典、
[24]
习惯法等无形文化。 永顺老司城、遵义海龙囤、咸丰唐崖土司城等反映了土司时期人们的
社会交往、生产生活、房舍建筑、音乐歌舞、岁时节庆、人生礼仪，承载着土司时期的社会
结构、人际关系、审美情趣、价值观念，“传说故事、音乐戏剧、巫傩仪式、生产生活器具、
[25]
牌坊石刻等展示着土司时期西南族群的社会文化面貌”。 东人达先生较早注意到土司文化
的遗产价值，指出土司文化包括土司时期的民族民间建筑、戏曲如土戏与傩戏、歌舞如摆手
[26]
舞与山歌、饮食、节庆如族年与赶年、墓葬如岩棺葬等方面。
由此而论，西南等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由于国家推行土司制度和地方实行土司政治，各
族土民承担和推进土司领地的经济开发，创造并传承土司文化，民族民间文化部分包括生产
知识、生活经验、审美情趣、道德伦理及社会理想等，通过建筑、服饰、饮食、器乐、歌舞、
宗教器物、交际礼品、工艺产品、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有形事象及包括土司的神话传说、
史传谣谚、故事寓言、音乐舞蹈、节庆礼仪、宗教祭典、习惯法等无形文化事象表现出来，
创造主体主要是民间大众，体现出时代性、区域性、民族性等特征。
尽管部分专家学者站在民族民间文化世代累积的学理逻辑上，进行假想性学术判断，但
和国家土司制度与地方土司政治不相关涉的民族民间文化事象不应纳入土司文化的范畴。笔
者翻检关于石砫土司和秦良玉的明清史料，甚少见到直接记载石砫土司政治与土家族傩戏、
摆手舞、土戏、山歌、饮食、节庆、岩棺葬等关系的信息，这与言之凿凿的学术论断或许存
[26]
在研讨和商榷的空间。 由于地域广阔而环境封闭、人口有限而交通不便等原因，元明清等
朝乃至西南等地各族土司难以形成横到边纵到底的统治框架，文化事象的历时积淀与阶段创
新同时并存，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或并不完全与元明清等朝土司制度和西南地区土司政治相
始终相关涉相重叠。因此，不加区分地将西南等地民族民间文化和国家实施土司制度与地方
存续土司政治影响下的民族民间文化笼统混同等同，非惟有损科学研究的严谨，且并不一定
符合事实。对此，罗维庆先生指出：土司文化依附于历史时期的土司制度，“是民族文化的
阶段性反映”。[27]
五、结语
土司文化是最近二十年学术讨论的重要话题，涉及西南等各民族及上层分子的国家认
[28]
同、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未来土司制度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 “土司时期的文化
建构、文化策略、文化生成、文化融合、习俗文化、地名文化以及土司文化保护与利用等”
[29]
“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爬梳代表性成果和吸收专家学者的智慧，土司文化概念可表述如下：土司文化依附元明
清等朝创设实践的土司制度和西南等地建立推行的土司政治，是由国家政治精英、少数民族
上层分子及世代民众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总和，制度层面包括土司制度及支撑土司统
治的历朝羁縻制度、宗法制度和民族传统制度、民间习惯法，政治层面包括土司政权的治所、
衙署及运行机制和土司及其族裔的生活起居、饮食服饰、社会交往及审美活动等，教化层面
包括土司文治教化的活动、场所、器物、人物、事件及成果和土司及其族裔与各族土民推崇
信奉的宗教信仰与神族科仪、修建的宗祠寺庙宫观等政教场所、参与的宗教活动与刊刻的宗
教经籍，民间文化层面包括民情风俗、生活经验、生产知识、审美情趣和社会理想等并表现
在生产劳动、生活习俗、岁时节庆、方言土语、故事传说、歌舞戏剧、婚葬嫁娶、人生礼仪、
社会交往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区域性、民族性、等级性、政治性、伦理

性、等级性甚至性别性特特征。“土司文化中的女性角色对土司文化性别建构以及在民族文
[30]
化旅游开发中具有积极意义”，甚至转化为传统记忆符号。
土司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价值突出，是当下经济开发、社会发展、文化创新、遗
产保护和学术研究应给予重视的对象和领域，其中包含的中华民族制度文明、中国国家整合
和民族事务治理经验、文化资源产业化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等对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繁荣与制
度自信，强化中华文化、中国国家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及创新学科理论等都具重要意义，值得予以好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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