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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
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基本特质

张瑞涛

(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 就本质言，人与人、人与自然、文明与文明之间本然的构成为“共同体”的关系，

但因人智能创造性的失范发挥，道德危机、生态危机、价值危机、文明危机等诸多负面影响日

益凸显。人类向何处去，再次成为时下人类文明不断追问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倡导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力求建立平

等对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谋求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兼收并蓄的文

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是对实践和认知主体“公”德的价值诉求; 呼吁人与人之

间、人与自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共达共赢，是中国传统“尚和合”

精神的创造转化。中国领导人为应对世界格局演变、解决世界问题和处理世界关系，提出并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中国智慧和天下情怀，彰显了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因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所培育的新时代理想人格至少应包含至公精神、和合理念和自信心

态等三方面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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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族人民对美好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向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中国领导人积极应对世界格局演变和解决世界文化文明危机而提出的智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①因而，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为培育新时代的理想人格提供了新思路、新要求和新面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培育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必然逻辑

人是什么? 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就从未停止这样的思考。中国的智者普遍认为，人是天地间最灵最秀

者，人是万物中最有智慧者。如:《孝经·圣治》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言:“水火有气而无

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董仲舒《春秋繁露·人

副天数》言:“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 王充《论衡·辨祟》也说:

“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 等等。中国的智者不仅明确了人在宇宙天地中的重要地位，还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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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以“仁义礼智”为基本特质的共同属性。

西方的智者普遍从理性角度解答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属性问题，也认同人在宇宙间最具智能创造性。

如: 亚里士多德指出:“操修理性而运用思想正是人生至高的目的”; ②斯宾诺莎强调: “人是一个理性存在

物，理性是人的本性”; ③黑格尔说:“人类自身既有目的，就是因为他自身中具有‘神圣’的东西———那便是

我们从开始就称作‘理性’的东西，又从它的活动和自觉的力量称作‘自由’”; ①等等。正是因为有理性，人

是自然界中最为有智慧和创造性的存在者。不过，马克思反对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人的精神需

要、精神能力和精神生活，人的精神不仅包括人的理性，还包括人的情感、意志、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只是，理

性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② 因为人的精神活动，使得人超越于动物群体: “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

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而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

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 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③ 人的创新、创造精神使得人与其他生物相区

别，也开显了人的独特性。

人的创造性有多大，人的欲望就有多大; 人的理性有多强大，人的情感就有多么不理智，不可避免的产生

各种危机。如，现实中的人会因自我价值理念、信仰体验的不同而崇尚拜金主义、个体至上主义，导致了人与

人之间的道德危机; 人会因欲望的无限扩张和创造性的无限发挥而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导致了人

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危机; 因人与人之间、民族地域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观念差异和文化模式的不

认同，导致宗派冲突、文明对抗，人文危机、价值危机接踵而至。人本来是世界万物中最灵最智者，但因高扬

主体智能创造性，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人类究竟应该往何处去? 未来人类生存之路何在? 这是当下人们不

断追问的事情。

从本质言，人类从产生伊始就是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这样的存在形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性，最终也必然体现为“共同体”的存在。马克思曾指出: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

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④，人作为社会性存在不同于动物的社会存在，因为人能够从事

社会实践活动和智能创造，人一生下来就是属于社会的人，而且人也不断通过后天的成长，完善作为社会性

存在的诸种元素。正是由于此种特性，人便有了合作性，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社会交往中相互

合作:“人的力量来自于人的合作”，合作使人取长补短，合作后的整体力量大于单个的力量总和。⑤ 人作为

社会性存在、合作性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必然打造成为“共同体”关系，诚如滕尼斯所言:“人的意

志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互关系之中; 任何这种关系都是一种相互作用……通过这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族群，

只要被理解为统一地对内对外发挥作用的人或物，它就叫作一种结合。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

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

甘共苦。”⑥在滕尼斯的视界里，共同体的本质就是特定的合作关系，共同体的特质就是进入共同体的人“休

戚与共，同甘共苦”。超越于民族、种族、国家、文明的所有人都致力的最大“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

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已指出: “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

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⑦。而要实现这个共同体，就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

新理念，做到相互尊重、合作共处、平等相待。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⑧ 由中国领导人倡导、推动构建的人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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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同体，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全体命运的科学判断和写照，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超越了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单边思维、封闭思维、保守思维等，施之以天下和平思维、相互平等思维、通达

发展思维、开放包容的诚信合作思维、互利共赢思维，是一个关于思维形式和规则的科学理念。① 因此，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与内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培育新

时代的理想人格提出新要求、树立新面向。

所谓理想人格，是作为类主体的人应该要达致的做人目标; 从理论而言，它是人性本然状态、理想状态的

思想结晶、修养境界; 从实践而言，它是社会道德规范、职业操守、生产技能、生活方式的道德化身，是真、善、

美的和谐统一，也是知、信、行的融会贯通。因为有不同个体主体人格的差异，在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道德

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必然要探寻可能世界里的合理、恰当、完善的人格理想。人格理想的群体化就是特定时

代、语境下的理想人格。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语境，今日之时代新人应树立至公理想，培育“至公人

格”，突破安居一隅之偏私，在一己的得失之外安放更具超越性的理想与志向，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建

设打造坚实的信念之源; 应彰显和合精神，培育“和合人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国方案奠定更为包容、

更为开放的文化心态，寻求自我前进与合作共赢的共同实现; 而且，应始终保有文化自信态度，培育“自信人

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提供持续且饱满的精神滋养，以昂然姿态接续中国传统、拥抱更好的未

来。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至公人格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构

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它所期求的公道正义、包容互惠、尊崇自然，表现的正是对人之“公”德

的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站在“价值共识”的制高点，提出了全人

类的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②也就

是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无论是作为个体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地域、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体，抑或人类整

体的类主体，都应当遵从公平、公正、公开、公心、公义法则，人人要培育“公”德，不仅处理个体主体之间、集

体主体之间的关系要秉承公德公道，而且处理人类主体与自然物体之间的关系更应秉承公德公道。宋儒周

敦颐曾言:“圣人之道，至公而矣”③; 程颢也说:“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

以异”④，“公”是人间正道、人格理想。因此，新时代的理想人格是一种至公人格。

就逻辑起点言，至公人格以“天下为公”为理念。吕不韦言: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

平矣。”( 《吕氏春秋·贵公》) 圣王治理天下要“公”字当头，要把“公正无私”置之政治管理、社会治理的首

位，天下安定的源头就是公正无私，得天下者是因公正无私，失天下者则是由于偏颇有私，而且，天下是天下

人的天下，不是某人之天下。这里，“公治天下”之“公”正是与“偏私”相对的“公平”，是统治者、君主应该具

有的道德性。⑤ 虽然吕不韦强调的是“君主”的“公”，但由此延伸，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公心、公正、公

平、公开应该是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基本面向。《礼记·礼运》关于天下大同的描述，尤为突出地体现出“公”

义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虽说是对原始社会氏

族公有制、无等级差别的怀念，但更是对现实社会不公的抗议，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是中国古代先圣先

贤的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普遍意愿，包括了货财“不必藏于

己”的经济制度、“力恶其不出于身也”的劳动工作制度、“男有分，女有归”的分工制度、“选贤与能”的官吏

选拔制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泛爱众、兼相爱的原则、“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的劳保养老制度、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福利制度、“讲信修睦”的人际、社会、国家、国际关系原则，等，皆体现为诚

实无欺、真实无伪、互诚互鉴、合作共赢、和睦相处。后来，康有为作《大同书》，以“人人如一”界定“公”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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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主张“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大同之道就是“人人皆公，人人皆平”①。这

种公义、公正、公道、公平，已然不再是政治上的力量关系，“公”从作为“共同体”内的“平分”状态，衍生为

“公———平分———公平”的公正道义，作为共同体存在逻辑起点的“公”转生为政治上的君、国、官对臣、家、民

的“公”，在政治、社会和道德场域，“公”便具有了普遍性意义。② 因此，公义、公正、公平不仅仅是政治正当

性的理据根基，还是社会合理性、人际恰当性和人性本然性的理据根据，成为至公人格的基本内涵。

至公人格必是以“公”黜“私”。荀子指出:“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

( 《荀子·不苟》) ，此“偏”即私。程颐说: “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作仁。公而以仁体之，故为仁。只

为公，则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③ 人之仁性的理据为“公”，因有公

义，仁人故能爱、能恕; 反言之，爱人、恕人表现的正是“公”义，公而无私，故能“兼照”万物人我。实际上，在

中国的道德传统中，公私与道德善恶密切关联，早在唐代，独孤及即已一针见血地指出: “善恶生于公私”④。

到宋明理学，公私、义利、理欲、善恶诸范畴交融一起，以公为义、为理、为善，以私为欲、为利、为恶，如明末大

儒刘宗周言:“天理人欲，本无定名，在公私之间而已”⑤。就人之德性言，公是美德之善之源，私是道德之恶

之源，要做堂堂正正之人，须公字当头、义以为上。个体主体之人，倘若仅围绕自我利益、一时利益、眼前利益

展开，而不能放眼他人的利益，自然是私心盛、公义暗，于己或许暂时受益，于人或许暂时受害，但倘若他人施

以报复，最终双方必皆受伤害。故当转换思维，人人皆思公义、皆育公心，互相包容忍让，才能共处共赢。

当然，就集体、集团的人类整体而言，亦当秉具至公人格理想。公私关乎政治道德，“公私之交，存亡之

本”;“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 《商君书·修权》) 。以尧舜为代表的贤君能明公私，

不以一己之利理天下，而以天下之公义治天下，举贤不避亲，惟其能而已; 禅位让贤而不传子，因选贤举能而

平天下、定民心。西晋时期的傅玄有言:“能通天下之志，莫大乎至公; 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忌心”，行至公

之义可通顺天下、治国安民:“近者安，远者归，枉直取正，天下信之”;“无忌心”是行公义的核心要义，因无妒

忌、忌恨、猜忌之心，从而“进者自尽，退不怀疑，其道泰，然后浸润之谮不敢干”。⑥ 不仅有“人君之公”，为人

臣者辅政亦当以公，刘向即指出:“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

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⑦。是故，君臣属僚培育公德、挺立公心，其治国理

政之举必令人心悦诚服、天下太平。

古代虽是君主统治某国，而国治与否与君主本身的政德密切关联，在君国一体的时代，国君的治国理念

即是整体的国家理念，国君治国以公、人臣辅政以公，自然国治家齐，反之，必是政息国亡。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语境下，国家、集团、个体要高扬“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人道、博爱、奉献、大公精神，消解各集团党派、民

族国家、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差异，凝聚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意愿、共同理想。培育至公人格，推

动人与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营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人文社会环境，从而构建世

界命运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各国共同分享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合人格

恩格斯有言:“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

们眼前的，是一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⑧。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任何事

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之网上的“结”，其存在都对其他事物的存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物与物之间定

然通过共生互融构成为有机联系的世界整体，事物与世界之间自然而然地体现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物之间必然联系交织，习近平总书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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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即指出: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

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

体强调世界多样、注重国家平等、主张文明互鉴、提倡包容发展、遵守互利互惠，②以其美好的关于人类命运

航向蓝图的设计，呼吁人们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共达共赢、合作互鉴、绿色低碳，共创真善美的美好的价值理

想世界。③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畅想的“共”、“合”、“和”、“互”等价值理想，正是中国传统“尚和合”精神的展

开。因此，新时代的理想人格应该是一种和合人格。

和合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和首要价值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和道德精髓，习近平总书

记即以“尚和合”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之一。④ 从字源看，“和”“合”互训、义同，“和”就是“谐”、

“合”，是和谐、和平、和睦、和乐、祥和，“合”是结合、联合、融合、合作。作为术语和体现特殊意涵的“和合”，

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契能蓄养臣民，融合父义、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五教，创造和合秩序，以保家园。《国语·郑语》还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

能丰长而物归之。”“同”就是单一性、一元性，排斥差异性、多元性，唯有阴阳“和”、多元事物交融，万物才会

生发，“和实生物”体现的正是天与人和、物与人和、人与人和的三合之境。管子亦言和合: “畜之以道，养之

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管子·幼官

图》) 通过修养道德实现民和、民偕，也就是和谐团结凝聚，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合。故，就本质言，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

各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表明人与自然、社会、人际、民族、种族、国家、宗

教、心灵、文明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协调、谐和与共生。⑤ 自古及今，中国的智者以“尚和合”作为生存智慧，以

之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理想信念和人格境界。

“和合”是不同因素和要素之间既冲突又融合且生生不已的“生生”状态，具有四方面特征: 第一，和合是

新生事物或新质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合认为天下万物都是异质因素、要素和合而生的，因为不同质，甚至是

完全相对峙的因素、要素，才会交感、交合，才能产生新质事物。和合是方法与原因、根据与动力相统一的和

合体。第二，和合是诸多优质因素、要素的融合。和合会按照和合体自身的需要，选择、扬弃曾经的矛盾系统

中的优质成分，排除其不需要的部分。和合是符合特定条件的要素、元素被实践选择、合理运用，从而达致和

谐合作、融合新生的状态。第三，和合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天地万物存在的环境、条件、内容、结构以及系统

等形式，无不是经由矛盾要素的和合而转化产生，表现在政治方面是各种不同社会交往与政见的和合，表现

在经济方面是不同劳动方式、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和合，表现在意识方面是各种不同学

术观点、价值观点、审美观点以及各种思想观点的和合。和合是万物共处的本质显现。第四，和合是动态、开

放的过程。宇宙间无无冲突的自然、社会和人生，惟有冲突才有融合，融合是冲突的成果，亦是冲突的表现形

式。因为不同事物之间有个性的差异，所以事物之间有“冲突”，有冲突才有发展的可能性; 因为不同事物之

间有共生共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物之间又必须“融合”，有融合才有发展的现实性; 无论是冲突还是融

合，都是相异事物的共生、并存状态，只有事物之间的“和实生物”，才能创生出含蕴不同事物优秀基因的“新

事物”。

和合智慧最集中的体现于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和爱五大原理，⑥可转生为时代新人的处世方略和工

作思路。其一，“和生”。“和生”既不否定，又不回避矛盾冲突，而是主张对话和交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

协商化解分歧”，在开放、开明、开朗的和平交流中解决问题。和合智慧循“和实生物”的“万物并育而不相

害”的共生、和生理则，平等对待他人、他物，期求人、自然、社会、文明之间的和生共生。其二，“和处”。自然

界是一个“大生命”，人类当与自然和睦相处，没有青山绿水就没有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处，人与人、集体

与集体更应和处，每个人都应学会欣赏和赞扬，学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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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坚持环境友好”。和合智慧循“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处、和处理则，包容他人、他物。

其三，“和立”。个性品质的涵育培养，主体事业的成功，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色，就要保持修养，不可一

日松懈。诚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还需强起来; 而且，自己富起来、强起来，还需积极帮助他人、他

集体、他民族也立起来、富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即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称

霸”。① 面对不同的社会制度、道路选择、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合智慧循“已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共立、和立理则，与他人、他物共建共享、共商共治。其四，“和达”。立足脚跟，深入发展，而且，当

自己发达之时，也要使别人发达。单“立”不“达”则不稳，单“己达”而人不“达”则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习近

平总书记即指出，中国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②

和合智慧循“己欲达而达人”的共达、和达理则，期求与他人、他物的互利共赢、兼善天下。其五，“和爱”。人

有恻隐之仁心、爱心，因“爱”而“懂”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体会各生命体存在的本真意义，从而与他人、他物

和生共存; 因“爱”而包容忍让，世间万物都在秉持个性特色中和处共存; 因“爱”而关爱、关心、关照更多的

人、事、物成长，人之饥寒即我之饥寒，从而与他人他物和立、和达。和合智慧循“泛爱众”“兼相爱”“以他平

他谓之和”的和爱精神，真诚、真心待人、待物。

作为人文精神和哲学智慧的和合思想，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诸理则涵养和合人格。和合人格

就是基于和合思想的道德修养新境界，内涵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天人合一”之真、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

融合的“知行合一”之善以及作为情感再现天地造化之工的“情景合一”之美。③ 依凭和合思维，培育和合人

格，期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共享共赢。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信人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世界问题和处理世界关系贡献的中国智慧。早在 2012 年 12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国外专家代表座谈时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并系统阐述“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尤其是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引起世界各国政要的普遍关注:“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

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

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演讲引发现场约 800 名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使节和政要的强烈

共鸣，全场响起 30 多次热烈掌声，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总书记彼得·汤姆森更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视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因此，2017 年 2 月 10 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

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国理念，并成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高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关于对外政策与交往部分增加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将“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世界发展大势，以其卓越智慧和智能创新，在新世纪、新纪元创造性的提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感世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凸显了中华文化的智慧禀赋、精神品格、价值

观念、审美情趣、道德精髓和天下情怀，彰显了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④ 当下，中国已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

强起来，中国的“自强”给予了中国人民偌大的“自信”; 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在世界发声，而且世界人民对

中国声音给予重点关注和价值认同。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因此，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

信和理论自信，当培育新时代的自信人格。这个“自信人格”是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的和合，一个人只有正

确树立了自尊心，方能建立自信心，从而激发自强精神，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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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和对自我人格的尊重。首先，自尊者自贵自爱。前已指出，人因其自我的智能

创造而为天地宇宙间最灵最秀者，“人为天下贵”，故人当“自贵”，诚如邵雍所言:“天以气为质而以神为神，

地以质为质而以气为神，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天地与其贵而不自贵，是

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①; 人亦当“自爱”，诚如扬雄所言:“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 人必其自敬也，而

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 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②。人兼有天地之气与质、形

与神，最能掌握天地之精义、天命之道义，最能随顺自然之道、通畅本真人性，人之“贵”乃拜天地所赐，若人

不自贵自爱，自是有悖天地之理。其次，自尊者自主自得。孟子有言: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

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孟子·告子上》) 梁启超亦言: “真能自尊者，

有皑皑白雪之志节，然后能显其落落云鹤之精神; 有谡谡松风之德操，然后能载其岳岳千仞之气概。”自尊之

人有志气、有气节、有操守、有德行，是道德完善、德行高远、品质正派之人，真能自尊，绝不模仿造作，是对生

命意义和生活价值的自得自悟、自立自重:“凡有自尊思想，不欲玷辱彼苍之所以予我之人格者，必以求先自

立为第一义”。③ 凡随人言语的照着说、接着说，抑或跟跑他人的照着做、接着做，又谈何自尊? 真正的自尊，

是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和责任担当，如同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是对世界问题的责任担当，是

为人类苍生和谐共处、共享发展而尽心尽力、竭尽全力。

人因对自我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认定和肯定，自然便有对自我能力和未来可能的认知和预估。因而，

自尊的必然体现就是自信。自信是对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的信任，是个体之人德业、学业

和事业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④是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程度，是对自身能力和价值作出客观、正向

认知与评价的稳定性人格特征。⑤ 因此，自信之人首先相信自己是个善“人”。孟轲言“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人心中有仁义礼智“四端之心”，人当信“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自然可

为尧舜。( 《孟子·告子下》) 强调人性本恶的荀子尽管与强调人性本善的孟子在论述人性善恶的理路上有

不同，但从人最终的境界目标而言，他们都承认人内在的、可能的都是至善之人: “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

唯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

法正之具”( 《荀子·性恶》) 。人是有智能创造、智能本性的，人天然禀具了成禹成圣的可能: “圣人与我同

类，此心此理谁能异之”; ⑥“圣人非人耶? 亦人也。使圣而非人也则可，圣亦人也，则人亦尽圣也”。⑦ 人人

皆可为圣，对此当信得及。而且，自信之人不甘暴弃。孟子言: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

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朱熹释曰，自暴之人不知礼义为美而毁

誉之，即便告知说仁心为人之安宅，他必拒之而不信; 自弃之人，则虽知仁义之美，但溺沉于怠惰，自认为绝不

可行，有正道大道导之，亦必不能化而成人。⑧ 人人心中有成圣成贤的可能与潜质，人于此自信，必会悉心行

动，若虽知之而不行之，已然坠入“自弃”异途。当然，自信不是自负，而是基于“自知”的自信:“君子自知自

信，了然不惑”; ⑨自信不是自大，而是“虚心”的自信: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故自小，小

也，自大，亦小也。”瑏瑠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 “人类文明进步

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

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瑏瑡这是国家意识形态自信的体现，这是作为集体主体的自信力的展

示，国家尚且如此，于个人尤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激水三千里”的自信精神。

自尊是自信的前提与基础，自信是自尊的必然结果和应然体现。自尊是“承认”自己的价值，自信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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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承认”的信得及、打得通、行得端、立得正。于人之贵性、灵性，人自然自尊、自爱; 于人之智能潜质，人

必然自信、自知。因此，人必须持守本性、把握命运，发挥主体主观能动性，做到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是故，

自强之人，凡事皆求诸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论语·

卫灵公》) ，“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人生在世，自

呱呱坠地至懂事、成人，无不时时与他人、他物交融，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人际社会中，个体之人不能永远生活

于对他人的依赖之下，即便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也不能永远享受他们对自己的关爱和帮助，“恃人不如自

恃”，人终须要学会独立、自立、自强。自强是成就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推动力。因此，天下成功之

事，皆由于自强。朱熹即指出:“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①。人有生而知之，有

学而知之，还有困而知之，但就“知之”而至于知言，本质相同; 人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还有勉强而行之，

就“行之”而成功言，本质相同。人之秉性并无本质差别，但人之“知”、“行”可分等级次第:“闻道有先后，行

道有难易”，但人若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终究也可以做成圣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 中道而止，则前

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②刚健有为、自强自励是锻炼人格意志的必由之路，“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孔子就曾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论语·述而》) 自勉，孟子亦有“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性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

子·告子下》) 的告诫。凡天下成就大业的英豪伟杰，莫不经受艰苦卓绝的人生苦难，于自强中获得新生:

“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

而论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史

记·太史公自序》) 。这种积极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培植了一代

又一代堪称“中国的脊梁”的志士仁人，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就是中国精神!

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的中国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已然为培育新时代的自信人格提供了实证和例证。

而且，从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的角度言，自信是中国人人格的基本维度，早在孟子那里即已明白昭示:“有诸己

之谓信”( 《孟子·尽心下》)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孟子·离娄上》) ，凡爱人不亲、治人不治、礼人不答，

皆需“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即从“己”之本然中寻求爱人、治人、礼人的道理，此“反求诸己”、“有诸

己”的过程就是“信”己亦即“自信”的体现。自信之人，必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生存于地球上的不同民族、种族、国家之间以及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和冲突，体现出

文化、文明的独特性和人类主体的智能创造性; 但不同的文化、文明主体的发展也必然遵循共同的普遍的价

值和规律，而且人类自身的演进终究要与自然的演进规律相适应，或者说，人类天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本身即体现着自然规律。所以，人、事、物“本然的”“应然的”应该是“共同体”的关系。当下，通过习近平总

书记在世界各种场合的宣讲和倡导，基于中国自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然成为热爱和平正义、崇尚

合作共赢、主张包容并蓄、提倡和生共生的人民大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这是传统“共同体”理念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包容共处、和谐共生、共享共赢、公

正平等、公道正义、公开互惠的美好发展前景，呼吁人、事、物之间共商共治、共建共达、合作互鉴、绿色低碳的

美好价值世界，是以新时代中国人的人类意识和全球视野，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智慧和方略。

因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人文语境，所要培育的理想人格，首先是一种至公人格，即以天下为公为

理念，以公心、公正、公平、公开的公义心态善待、包容、宽宥天下事事物物; 还是一种和合人格，能够智能创造

地推演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理则，达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文明与文明、身体与精神的和合

共生; 更是一种自信人格，是每个人对人作为宇宙最灵最秀价值特性的自尊自爱，对人之善性、德性、秉性智

能创造特性的自得自信，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宏阔伟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毕生力量。

( 责任编辑: 刘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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