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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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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五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并促进着中华民族

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民族魂和民族心，促进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爱国主

义的独特价值在于形成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国性基质，凝聚起一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国民共识，积淀为

一种文化统合、固本培元的价值认同，发展出一种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目标追求，从而使得中华民族爱国主义

在源远流长的同时还具有博大精深以及不断发展完善的价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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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千年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爱国主义

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并促进着

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和壮大，成为民族魂和民族

心，促进着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不

断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为什么几千年

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

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一脉相承

的价值追求。”［1］123-124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并一脉

相承的民族精神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华民

族行稳致远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谱系。梁启超曾

经著文坚持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世界

上最讲爱国主义的民族和国民，爱国、报国思想

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特别强烈，即便在国衰民穷

的情况下也不改初心。“我民之眷怀祖国，每遇

国耻，义愤飚举，犹且如是，乃至老妇幼女，贩夫

乞丐，一闻国难，义形于色，输财效命，惟恐后

时，以若彼之政象，犹能得若此之人心，盖普世

界之最爱国者莫中国人若矣。呜呼！此真国家

之元气而一线之国命所借以援系也。”［2］2777中华

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传统，以忠于国家整体

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并将其视为最根本性的道

义，并能在这种最根本性的道义的指导和武装

下做到不为贫贱所移、富贵所淫、威武所屈，坚

守自己的高尚节操，即使身处危境，也能见危致

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

来，以“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人民谋幸福”作为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

爱国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谱写

了人类爱国主义发展史上最恢宏壮丽的史诗。

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国性基质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爱国既是爱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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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体现，也是爱国土（江山社稷）、爱国人（包

括逝去的祖先、活着的今人以及未出世的后

人）、爱国文（文化精神及价值系统）、爱国体（典

章文物制度及国家政权的建构）的自然展开，还

有着对国性、国德、国格、国品、国运、国命等的

无比关心和魂系梦牵，念兹在兹，如此等等，整

体上造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世

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会像中国人那样有

一种自出生到死亡乃至死后都将自己与其所属

的国家和民族共同体自然自觉地联系起来，在

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

伦理认同中建构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国民是国家中的第一要素，是国家的主体、

根本，是国家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因此爱人民历

来是稳定国家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的重中之

重。如果说民惟邦本是古代统治者在治理国家

时的治政理念，那么爱人民、服务人民便是汲取

了民惟邦本理念中的精华要素而适应于、符合

于当今社会的基本治道。换言之，当今社会，社

会主义基本道德要求——爱人民，这一理念的

提出是从中国古代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中衍

生、发展而来的，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与理论传

统。此外，又继承了民惟邦本理念中可以借鉴、

汲取的部分，为爱人民理念内容的丰富提供了

重要的依据。

在中国古代，民惟邦本这一理念的产生是

有其深刻渊源的。“民惟邦本”一语出自《尚书·
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由此，民本的思想便成为了贯穿

中国人政治信念、治国理念的脉络与线索。民

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基本

理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以民为贵，凸显了平民百姓在国家民族共同体

中的基础性地位、本源性地位和至上性地位，夯

实了平民百姓对国家民族共同体兴废存亡的根

本性和决定性根基。

在中华民族的认识中，共同体要能得以形

成并且获得稳固性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少

数统治者或精英人物，必须建基于平民百姓的

利益维护和价值认同。因为决定江山社稷根本

命脉和前途命运的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的利

益维护和价值认同本质上构成中华之“道”的根

本内容，所谓“得道”其实就是“得民心”，“得民

心”才能够“得天下”。孟子把得民心与得道联

系起来，强调只有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指出：“桀

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要

得民心，就必须尊重民众的欲望和需求，政治上

施行仁政，包括“制民之产”“不违农时”“轻徭薄

赋”等，能够使民众过上“养生送死无憾”的生

活。生活富足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前提，也只有

生活富足、衣食不缺百姓才能自觉地遵守社会

秩序，接受教化。

在儒家看来，厚生养民是国家的首要任务，

而富民、裕民则是实现王道政治的基础。养民、

富民观是儒家仁政学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

说养民在于强调维护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那么富民则是在养民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重

点在于强调百姓富裕的实现，即是使百姓能够

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养民、富民的措施主要是

通过保证维持百姓生存的田产，使民以时的方

针，节用善藏的主张，轻徭薄赋的政策，耕作生

产技术的改进等予以实现的。

贵民、养民、教民最终会落实到爱民、敬民

这一基点上来，这不仅说明统治者应该重视民

众的价值，使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而且教化

百姓，也应该重视民众的主体价值，将民众尊

严的维护纳入到民惟邦本的理念之中。贵民、

养民、教民、爱民可以说是儒家传统文化民惟

邦本观念的重要内容，虽然仍带有一定的时代

局限，但其中所体现的对民众价值的体认，对

民众在国家中作用的肯定，以及在改善民生政

策方面的侧重，都或多或少地改善了民众的生

存状态，调动了民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也增

加了民众对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为中华民

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与传承，内容的丰富与

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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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国民共识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始终把维护国家的统

一、促进民族团结视为根本的价值观念、价值目

标和价值追求，并因此形成为一种国民共识，使

其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落实在中华民族的行

动上。“天下为一家”见于《礼记·礼运》，其曰：

“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

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

患，然后能为之。”“天下一家”的观念奠基于先

秦，孟子、荀子、韩非子都认同，天下的发展趋势

必然归于“一”。孔子的“为东周”“张公室”，称

誉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的“定于一”

“用夏变夷”，荀子的“法先王，一天下，财万物”，

都表达了对天下一统的肯定和向往。“大一统”思

想始见于《公羊传》。《春秋经》开篇首句就是：

“（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对此，《公羊传》解

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

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

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

也。”《诗·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大一统观念的典型写照。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汉代大儒董仲舒有

语：“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也。”董仲舒精研《公羊传》，致力宣扬“尊王攘

夷”的大一统思想。他在“天人三策”中指出：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

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

为，正王道之端云尔。”又说：“臣谨案《春秋》谓

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

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

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

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汉书·董仲舒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董仲

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

议，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师异道，人异论，百

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的混乱

局面。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统一是统一国家

最为重要的内容。董仲舒特别强调儒家“大一

统”思想，认为大一统是宇宙间的普遍法则，无

处不在，无时不有，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

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带来强大的民族

凝聚力。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奠定了后世史家

编撰历代统一王朝历史的传统。司马迁在“本

纪”中立正朔，按照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王朝谱

系，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价值追

求。东汉时期，公羊学大师何休在《春秋公羊解

诂》中释义道：“统者，始也，总系之辞，王者始

受命改制，布施政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

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

政教之始。”何休理解的“大一统”是以皇帝为代

表的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实现国家的高度统一。

何休秉承秦汉以来的大一统精神，以弘扬《公羊

传》大一统思想为主旨，呼吁维护国家统一，维

系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政治局面和伦理

大义。

天下一统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华文明

是中华大一统思想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巩固和强

化的结果。公元前 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

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

尊而制六合，执搞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3］4，

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第一次

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上的空前统一。

秦朝的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混乱、社会动

乱的局面，从而使中原诸夏成为了一个生活于

一定地域的，具有共同文化、共同语言、共同民

族心理及共同生活习惯的整体民族。钱穆《国

史大纲》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大一统

的秦朝，其重大意义有四个方面：第一为中国版

图之确立，第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第三为中国

政治制度之创建，第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

定。“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

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

统一，亦为此种潮流所促成。”［4］116-119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的措施，废分封、置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等，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把中国纳入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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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模式中去。秦朝建立之后，“六合之内，皇

帝之土”，统一国家已经弥合了先秦时期“中国”

与夷狄地域上的界限。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里，各族人民使用同样的文字，享有共同的文化

资源。秦的统一使先秦时期人们所向往的“天

下一家”终于变为了现实。“如果说中国的英文名

字（China）由秦（Chin）而来，那是恰当的。”［5］162西

方学者以秦帝国或秦朝作为中国的英译之语，

可见秦的统一不只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

程，而且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关键时期。秦

的统一，起初固然是以武力或战争实现的强制

性的政治统一，但是这种统一顺应了广大人民

渴望统一与和平生活的愿望。秦朝由诸多制

度开创的大一统的政治认同，逐渐转化为普遍

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认同。中华民族

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由此蓬勃而兴。有了这

种自觉的统一的精神认同感，秦以后，虽然中

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经历了分裂的痛苦，但是广

大有识之士和绝大多数人民捍卫国家统一和

民族团结的共同信念始终是主流并占据着支

配性的地位。汉代继秦之大一统的端绪，进一

步巩固了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虽然

文帝时期分别爆发了济北王刘兴和淮南王刘

长的公开叛乱，景帝时期又爆发了吴楚七国之

乱，但是很快就平息下去。为了加强中央集

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

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

社会思想。

民族团结的理念以族群融合、族群认同、族

群交流或族群开放的方式加以落实。民族团结

是国家统一的基本保证，民族之间的融合促进

了国家的统一，而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民族之

间的沟通、交流也在不断进行，从而更有力地促

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巩固与发展。团结统一

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

史就是一部民族团结互助、国家统一奋进的历

史。从发展趋势上看，民族统一是不可抗拒的

趋势，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而中华各族人民

在长期历史发展、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团结互

助的优良传统，在促进民族繁荣、兴盛，国家统

一、富强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长期的

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团结统一的优良传

统，不仅使得中国各民族内部、民族之间能够紧

密团结起来，使得中国历史上分裂的局面可以

被统一局面所取代，而且为当今中国以一种和

谐友善的心态处理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三、文化统合、固本培元的价值认同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始终

是同中华文化的肇造与建构、拱立与护卫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爱中华文化不仅是爱国主义的

内在构成和集中表现，而且也为爱国主义精神

的培育和挺立、光大与弘扬奠定基础、提供保

障。中国人很早就“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

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

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的存在。因此

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很亲密的联系。‘民族

融合’即是‘国家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

融合。中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

进”［6］23。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也认为，世界上

有许多种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国是唯一

的文明国家。中国人视国家为文明的监护者

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职责是保护统一。中国国

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国的历史中。这完全不

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国家。中国文化不断陶铸

融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

情怀。中国古人的爱国表现在将文化的统合

和认同视为善治的根本，所谓王道实现的极

致。爱中华文化是当代爱国主义的内在要求

和基本主题。中华文化也始终高扬着“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爱国

主义精神。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助推中

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中国乃文

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是实

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

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又说：“唐、

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土，深察

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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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是唐、虞

之教育，转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

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

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

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7］33中国人崇

尚圣人之道，推崇中正之道，也推崇仁义之道。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中

华文化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价值共识和

精神支撑。中国自古就有“华夏”之称，而这一

称谓也是最能表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认同、文

化自信的称谓。“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周代《尚

书·武成》，其曰：“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承

命。”梅颐《伪孔传》解释说:“冕服采章曰华，大

国曰夏。”孔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

服之美，故谓之华。”都是以“大”释“夏”，以“文

采”释“华”。清末民初，杨度《金铁主义说》解释

中华一词：“中华云者，以华夏别文化之高下

也。即以此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

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

名。”可以看出，以“华夏”称谓中国，其最想表达

的含义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称为夏，文化高

的人或族称为华，含有美好壮大的意味。正是

这种灿烂的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

理素质，孕育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国气质，奠定

了民族融合的坚实基础。

中华民族具有“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

而不相害”“大德敦化、小德川流”的博大胸

怀。吕思勉有言：“惟我中华，合极错综之族以

成国，而其中之汉族，人口最多，开明最早，文

化最高，自然为立国之主体，而为他族所仰

望。他族虽或凭恃武力，陵轹汉族，究不能不

屈于其文化之高，舍其故俗而从之，而汉族以

文化根柢之深，不必藉武力以自卫，而其民族

性自不虞澌灭，用克兼容并包，同仁一视；所吸

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

巍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故并世之所无，抑亦

往史之所独也。”［8］8爱国主义具有兼收并蓄、海

纳百川和有容乃大的特征。五千多年的中华

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四大文明中唯

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之所

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原

因众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

明具有包容会通、博采广纳的价值特质。其他

文明之所以消失，原因也不少，但一个不容忽

视的原因就是它们缺乏包容性而具有排他性，

缺乏和谐性而具有冲突性，缺乏向其他文明的

学习性而具有敌视其他文明的傲慢性。中华

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发展变革中不断继

往开来，就在于有其广博的胸怀、开阔的视野

和海纳百川的度量。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具

有多元发生并相互融合的发展历程，这种多元

发生犹如满天繁星形成熠熠生辉的格局和景

象。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比较了秦汉帝

国与罗马帝国的关系，指出：“罗马如于一室中

悬巨灯，光耀四壁；秦、汉则室之四周，遍悬诸

灯，交射互映；故罗马碎其巨灯，全室即暗，秦、

汉则灯不俱坏光不全绝。因此罗马民族震烁

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4］14 应该

说，钱穆先生的这一比喻形象而又生动地揭示

出中华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的本质区别，亦即中

华文明是多点支撑、多元一体的，而古罗马文

明还有其他古代文明诸如古埃及文明、古希伯

来文明、古希腊文明等基本上都是一种因素取

代另一种因素或两种因素彼此争斗不已的文

明类型，它们很难形成对其他文明因素平等尊

重、有机兼容的格局，确实处在文明与文明的

冲突与战斗之中，结果就造成了“一支独大”或

“两败俱伤”的后果。梁启超在论及华夏族的

形成时不无正确地指出：“吾族自名曰‘诸夏’

以示别于夷狄……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

合之一种暗示也……自兹以往，‘诸夏一体’的

观念，渐深入人人之意识中，遂成为数千年来

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9］3436-3437 不仅

华夏民族是“诸夏一体”的产物，作为整体的中

华民族更是中国境内多民族长期融合的产物。

中国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的伦理文明其“魂”

在于凝聚共识、统摄人心，其“神”在于代代相

传、继往开来，建构的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和

衷共济的精神家园，彰显的是中华民族和中国

人民独特的意义世界和价值追求。诚如魏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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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所说的：“求木之

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

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贞观政要·论君

道》）那种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

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的现象或结果是根本不

可能有的空中楼阁。一个国家的人君“当神器

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

休”，责任无比重大，因此必须把“积其德义”作

为治国安邦的首要任务。如果“不念居安思

危”，不能很好地戒奢以俭，总是“德不处其厚，

情不胜其欲”，那就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

而欲流长”（《贞观政要·论君道》）一样，结果无

论如何不会理想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是形成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的

精神基石，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奠定了坚不

可摧的基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和灵魂。“人不可无

魂，人无魂则死。国不可无文，无文化则或衰或

亡。民族是文化的生命载体，文化是民族的灵

魂。”［10］175文化之所以是民族的根，是因为文化

为一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的源泉与动力。如果没有这个根，民族就会对

生活问题的处理，失去分析的能力、判断的标

准、行动的依据。如果一个民族的人民忘记了

“我是谁”，那么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大将无从

谈起。真正的亡国，是文化的消亡。只有认识

到传承、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肩负起传承、

弘扬中国文化的使命，才能使中华民族永葆生

机与活力。文化是国家、民族认同的黏合剂，没

有文化认同，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对国家、民族

的认同感、归属感。一个认同感强的民族往往

是一个最容易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团结统一的

民族。文化对于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民族

的兴衰存亡也决定了文化的命运，没有一种文

化能在民族的衰败中还欣欣向荣的发展。民族

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的发展存亡是密不可分的。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文

化的留存与传承也需要中华民族环境的稳定。

重视文化传承是增强人民认同感、归属感的重

要条件，而由文化传承所产生的认同感、归属感

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与弘扬是十分

重要的。因而传承文化，爱我中华是每一个中

国人的责任与使命。

四、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目标追求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始终具有宽阔的视

野和情怀，将爱国主义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有机地联系起来，彰显了“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崇高风范和伦理

品质。

中国自遥远的古代起，就把那些能够造福

天下苍生、服务整个群体的人物称之为圣人，把

那些心系苍生、以德行仁的人士称之为王者。

圣王是“天下为公”的楷模，他们“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能够以利济苍生为己任，讲信修

睦，选贤任能，始终关注着群体的整体利益和共

同利益。《礼记·礼运》明确提出了“天下为公”的

“大同”理想，天下为公意味着天下是天下人共

有的天下。

在从先秦至明清的漫长时期，尽管“家天

下”是历史发展的现实，但是中国人民从来就没

有停止过对“天下为公”和“大同之世”的向往和

追求。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儒家倡导天下为公，

墨家、道家乃至法家都提出了大公无私、公而忘

私或先公后私的观点。《吕氏春秋·贵公》有曰：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

矣。”并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

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

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吕氏春秋·去私》指出：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

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中国历史

上的农民起义大多提出了反对“家天下”、崇尚

“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渴望建立一个“天下

为公”的大同之世。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与人为善并能

对其他民族文化予以充分尊重和善于学习的民

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推崇“与人为善”，推崇

“协和万邦”，深明“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

想。这种爱好和平的思想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

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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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了中华文化的独特基因，也

是爱国主义的一贯品质。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

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

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

邦以及兼容并蓄、博采广纳等理念始终在中国

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

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并成为中华民族日用而

不觉的文化价值观。

“协和万邦”最早出现在《尚书·尧典》，其

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

是帝尧通过自己高尚的品德来使万邦和睦、民

众愉悦。《左传》认为“亲仁善邻”是一个国家的

国宝，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提倡以仁对待其他

人，就算是化外之人，也不主张采用暴力，而是

提倡以德感化，故《论语》中有“远人不服，修文

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的记载。要做到“协

和万邦”，就必须承认各国的特征，就必须尊重

这些特征。

中华民族形成了一种“以和为贵”“协和万

邦”的和平主义精神，向往国与国之间、邦与邦

之间、族与族之间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的状态。

“以和为贵”是指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认

识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集体之间以及社会

群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应当和睦相处、和谐友好、

和平共处并以和谐、和睦、和平、和合为最有价

值的东西来珍惜、追求和爱护。和谐不是无差

别的完全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和”

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多元维系的纽带，也是

多元协调的机制，更是多元缔造的源泉。所谓

“天人合一”的理念，体现了“和”在中华文明或

中华民族之本源性和合法性、秩序性和延续性

上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讲求以和为贵，主张亲仁善邻，协

和万邦，发展起一种共生共赢、共建共享的和谐

友好关系。“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

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中国坚定不

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

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11］370中国人民历来崇

尚以和为贵，主张协和万邦。“中华文明历来崇

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中国

《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

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

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

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

基因里。”［12］545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带给

世界各国人民的是机遇而不是风险，是利惠而

不是祸害。中国将矢志不渝地贯彻“协和万邦”

的精神，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

锚，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推动建设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精神受到

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指

出：“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

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

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

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

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

的野心。”［13］58-59利玛窦直言，爱好和平的中国人

与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

已有的东西，总是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并常

常借助战争来把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据为己有。

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认为，尽管中国历史上发

生过很多次战争，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卫防

御性的战争，中国人从心灵深处厌弃战争，“中

国人天生的面貌仍然是非常平和的”，“他们的

和平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他们思辨性的观点之

中”。“假如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

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14］364中国人天生的态

度就是宽容和友好，以礼待人并希望得到回

报。假如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的国家是最强

大的国家。但他们希望的只是自由而不是

支配。

中华民族具有兼容并包，一视同仁的博大

胸怀。“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

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

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

我们的先人早就意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

来之’的道理。”［15］119-120中国人强调对自己国家

和民族的热爱、忠诚，主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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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祸福避趋之”，但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始终

不把自己民族的爱国主义同异域民族的爱国主

义对立起来，甚或将其凌驾于其他民族的爱国

主义之上。中华民族崇尚“和而不同”“协和万

邦”，把“尔我不侵”“各安其所”视为国家民族相

处之道。中国即便在十分强大的时代都没有留

下侵略他国的殖民记录。张骞出使西域，郑和

七下西洋，带去的都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和善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强调各国应当告别

“零和博弈”和霸权主义思维，既要让自己活得

好，也要让别人活得好，千万不能为了一己之私

把整个世界搞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和发展战略，既是对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和全球

形势的精准把握，也是对中国古代“天下为公”

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有着

五千年文明的深厚底蕴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价值观的独特魅力，也是为世界持续和

谐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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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nique Value of Chinese National Patriotism

Wang Zeying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patriotism has become a fine tradition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nd has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has become the soul and heart of the nation， and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unique value of Chinese national patriotism li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base of the people’s foundation and solid state， and a national consensus of national unity， which
accumulates into a value identity that integrates culture and cultivates the foundation. This developed a kind of pursuit
of the world for the public， the coexistence of all in harmony，so that the patriotism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oundness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patriotism;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country; coexistence of all in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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