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无产阶

级政党把一种理论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绝不是出自于某个人物或集团的主观臆断，而在于这种理论

能够满足革命事业的需要，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1945年4月，毛泽东思想在中共七大上被确立为

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具有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

先河、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而且对于新时期坚持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创新成果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历史启示。

一、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先河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各国社会

历史条件不同，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如列宁

作者简介：金鸣娟，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储洪涛，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3。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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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由此，不但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不

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先河，而且展示了党成熟起来并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形

象，使党的团结和统一、战斗力和领导力有了根本保证，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必须学

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发掘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坚持

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成果的指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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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方各民族共产党人所说的：“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

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

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①

在中共七大召开时，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表明，党在各个时期的成败得失，无不与对待马克思主

义正确与否密切相关。在党的幼年时期，由于党内一度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偏差，或者否认马克

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而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割裂开来，使党的事业一度陷入危机。

面对危机，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在反对主观主

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这种结合。他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新道路。他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

马克思主义”，“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以后他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③。同时，毛泽东等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

学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

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中共七大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本质特征。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

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

的思想”，“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

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

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④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和

科学内涵的准确界定与概括，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的充分肯定和

高度赞誉。

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表明全党已经认识到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

合起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与时俱进是它的内在品质。恩

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我们的理

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期

内，党内极少数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运用，他们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阻碍了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僵化，失去生命力。毛泽东通过深入学习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以“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

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④《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33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6、588页。

106



上的勇气”，“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

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①这些新原理和新结论就是毛泽

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党的七大充分肯定了毛泽

东思想的这一内在品质，强调它“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

命中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民族化的优秀典范”。②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

创新成果的光辉典范，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先河。

二、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③历史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自己的科学创

新理论并赋予其指导地位，不但无法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也难以担当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任，更不

可能为社会的发展指引正确道路和前进方向。中共七大以后党的历史证明，正是因为确立了毛泽东思

想的指导地位，不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形象，为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提

高党的战斗力和领导力提供了保证，而且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一）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形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共产国际对党的独立性的影响和制约，使国内外许多人一度怀疑和担心

党是否成熟起来，是否能够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理论，并能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趁机叫嚣要取消共产党。在严峻的历史时刻，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

位，展示了党经过的艰苦探索，已经有了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思想武器，全党将在“伟大的毛泽东思

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

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使它在和民族与人民的敌人斗争时十分坚决、十分勇敢，并且

知道如何去打击敌人与如何避免敌人的打击”④。

从此，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了杰出领袖，而且有了“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的毛泽东思

想。中国共产党已完全有能力正确处理本国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虽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

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⑤。正是

坚持依靠全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党才能独立自主地创立并选择决定自己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

和革命方针，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而不受任何外来政治势力的影响和干扰。事实上，“中

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⑥。中国共产党走向

成熟，在于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能够正确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具体问题，能够“极大地增

①《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
②《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页。
③《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页。
④《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5页。
⑤《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9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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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①。

（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全党增强团结和统一、提高战斗力和领导力奠定了思想基础

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自己承担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以党的团结与统

一作为坚实基础。团结与统一是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根本保证。这种团结与统一只有在科学理

论的指导下，才能够真正达到。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撰写1890年德文版序言时指出：“欧美无产阶级

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

的目的”②。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实

现自己的奋斗目标，需要有一个统一、正确的理论指导，使全党在一个旗帜下形成强大力量，因此，加强

党的团结与统一显得特别重要。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抗日战争时期，又由于党的各个部分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

环境之中，在党内一部分人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的倾向，妨碍着党的团结与统一。党的

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指出，

党的团结与统一，“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作为团结基础的”，“是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之下的。”他还说“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去搞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那就失去了我们团结的基础”。③正是因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全党在七

大会议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构成中，既有一直在苏区领导武装斗争的

同志，也有长期在白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同志；既有长期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也有曾经犯过严重路线错误

的同志。这充分体现了党从革命事业需要和增强党的团结出发，把全党力量集合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

帜下，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全党在空前团结与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万众一心的力量，提高了党

的战斗力和领导力。七大前后，党面临极其繁重艰巨的革命任务，尤其需要全党上下一心，同心同德，

群策群力。七大以后，无论是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恢

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速度大大超出了预期，为党开创全面社

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奠定了牢固基础。

（三）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方向

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拯救国家，不惜流血牺牲，但由于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

指导，始终未能找到一条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

革命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由于历史的原因，党在成立前理论准备不足，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未能形成适

合中国国情、指引中国革命发展的思想理论。毛泽东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开始萌芽，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初步形成，其标志是毛泽东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理论。到了延安以后，

毛泽东带领全党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背景，总结党

①《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3页。
③《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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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期间，毛泽东撰写的

著作数量多、质量高，长篇、系统的多。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

象、步骤、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系统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和发展革命的

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国民党统治集团曾极力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的论调。在这个关键时刻，党的七大确立了毛

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立足于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前途进行了科

学、缜密的分析，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谬论，揭示出“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

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

成为在中国大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①。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

产党与全国人民，争取最后的、彻底的解放和胜利，而决不是在中国继续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

态，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②。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

民团结起来，汇成对外反对日本侵略者，对内抗击国民党统治的强大革命力量，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争取

了一个更加光明的前途。

三、毫不动摇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

20世纪党的事业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毛泽东思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13年12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

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

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

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

想的旗帜前进。这不仅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肯定和赞扬，也阐明

了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一）重视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它最显著的特征在于，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照搬照抄，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

列问题，展示了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精髓的准确把握。综观毛泽东一生，无论是领导中

国革命还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并且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他多

次研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经典著作。他不仅率先垂范，

身体力行，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义，而且向全党反复强调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

多次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相关书目，要求认真研读，准确把握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精髓。正是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理论精华，以毛泽

①《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9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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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进行理论创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

境界。

（二）深入发掘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

指导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根据形势变化和时代主题转换的要求，不断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

视野，深入发掘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彰显毛泽东思想的独特内涵。

新时期深入发掘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最重要的是发掘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

想渊源和理论先导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表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真理性和科

学性，必须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错

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比如毛泽东思想强调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把

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纳到党的队伍中，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加强对党员的共产

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以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再比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方针，对于加强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与多样性、民族性

与世界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和相互融汇，从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发展方针等方面提供了指

导原则，等等。总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和理论支撑。

（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一段时期以来，出现了贬损或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坚持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造成了严重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坚决抵制和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

错误倾向”①。

作为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特点是以主观臆断怀疑客观历史，以历史唯心主

义的选择论为逻辑起点，对历史进行否定或虚无。要否定一个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先否定这个党的领

袖。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党的领袖及党的指导思想，试图从根本上动摇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

础和精神支柱。为了达到贬损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历史虚无主义采取的主要手法有：一是扭曲和抹黑毛

泽东的伟人形象。通过杜撰某些毛泽东的生活细节故事，进行“碎片化”和解构式叙述，试图从道德品

质、生活作风等方面丑化毛泽东；编造毛泽东的一些诗词和文章不是毛泽东本人创作的谣言，企图打破

人们对毛泽东的敬仰，破坏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二是歪曲和诋毁毛泽东时代及其成就。通过

伪造数据、捏造事实，恶意夸大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的经济损失，夸大毛泽东晚

年的错误；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犯的一些错误，指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误入

歧路”，极力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三是错读和误解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些提法。将毛泽东

晚年的个别错误观点过度解读，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以混淆毛泽东个别错误言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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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贬损、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总之，历史虚无主义妄图通过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

代，进而否定毛泽东思想。

因此，必须旗帜鲜明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首先，要进行唯物

史观教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是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是研究历史和评价

历史人物的正确理论方法。要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唯物史观的说服

力、战斗力和感召力，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客观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提高识别和抵制历史

虚无主义的能力。其次，要开展党史、国史学习，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党史记载了党从诞生到

成长的足迹，毛泽东思想是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伟大创造的积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①。学习党史、国史，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选

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才能更好地知党、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自

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第三，要加强学术研究，主动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以“研究无禁区”

和“学术民主”的名义，宣传错误观点，表达政治诉求。对此，党史、国史研究要坚持唯物史观，开展严肃

认真的学术研究，准确记述和科学研究党史国史，客观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以令人信服的学术

成果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论调。第四，要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传媒，筑牢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

防线。当今，网络空间既是大多数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来源，也是历史虚无主义散布的重要场所。

一方面，要从网络上巩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阵地，加强对网络空间历史虚无主义传播的治理，从传播

途径上加以控制，及时清理诋毁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编造和传播虚假历史谣言的信息；另一方面，要开

展对党史、国史的宣传教育，特别要大力宣传社会关注度高的党史人物与事件，解疑释惑，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明理，有效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责任编辑：李光伟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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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Establishing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Jin Mingjuan, Chu Hongtao
Abstract: 7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establishe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

1945, which had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PC. It not only determined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a, and found a new way for
Chinese Communists to carry out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a, but also
showed the image of the Party being mature and able to assume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ies, which en⁃
sured the unity, fighting capacity an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lea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o vic⁃
tory.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Marxist classics,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Mao Zedong
Thought, resist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nnovation theory of adapting Marxism to China.

Key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guiding position; 7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historical signifi⁃
cance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Family Tradi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volution

Wu Qiantao, Liu Hanchi
Abstract: As an organic unity composed of family rules and regulations，the rules of family activi⁃

ties ceremony, family residence environment and other elements,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tradi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t s also a rich ideological resource of con⁃
temporary family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
ment of innovativ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from the angl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value guidance, promote patriotism, learn the essence of thinking，inherit life
statute rich in value of the times，follow the laws of education, establish a benchmarking on Children
s education，insist o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and edify character in practice

Keywords: traditional family tradition; the core values; contemporary evolution
The Artistic Pattern and Historical Height in the Founding Period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Daobin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 majestic beginning, and literature in the Pre-

Qin Period is not a simple source of literature but a decisive historical breakthrough. The early Chi⁃
nese literature realized the historical leap from spoken language to written language, from the folk to
the court, from the literature to the classics, and from the hero to the gentleman. The Pre-Qin litera⁃
ture is not a precocious childhood singing, but a mature youth song. The influence of the mature liter⁃
ary creation and art theory in this period is decisive to the later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literature of gentleman; classical age; art pattern; literature of written language
“Music-oriented Gentleman”and the Artistic Accomplishments of Nobilities in Zhou Dynasty

Yang Jun
Abstract: The ritual music enlightenment in Zhou Dynasty was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which

was specifically designed for the aristocracy, and gentlemen were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ristocracy. They were not only the main beneficiaries or ritual and musical culture, but also the
keeper and inheritor of it. As a result of long-term and uninterrupted infiltration by the artistic spirit
of ritual and musical culture, the ritual and musical skills level, emotional state, and the personality
grace were worthy of the model in that era. The ritual and musical art cultivation gave them the per⁃
sonality grace which was responsible, wise, warm, thick, and this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
cess of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music-oriented gentleman”; artistic accomplishment;“aristocratic school in Zhou dy⁃
nasty”;“imperial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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