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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呼声不断高涨,继承和发扬传统价值观、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文化软
实力,已成为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思想,人们不断从中抽取某些点拿出
来去探讨,使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对接,形成新的价值观。义利观是中国发展传统文化价值观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以儒、墨家等为代表的义利观,重义,但缺乏权利意识,最终导致社会高于个人
想法。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研究,来说明中国传统义利观对构建新型社会主义义利观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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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aking the Philosophy of Justice
and Interest as the Core
Tian Wang, Ping Chen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call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rejuvenation continues to rise, it has becom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obligation of everyone to carry forward traditional values an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national security
culture.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ought of Chin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has been constantly extracted and
discussed to connect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with modern values and form new values.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In ancient China,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 represented by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emphasized justice, but lacked a sense
of rights,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idea that society was above individuals. Through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ncept of justice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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