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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iew of World is one of the vital concepts in the Confucianism. Initially completed by Duke of Zhou and 

then further developed by Confucius and Mencius, it has been known by people since the ancient time. 

Confucius put forward Benevolence. Benevolence is the central theory of Confucius' ide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at, Mencius brought forward Love and Respect, which is also the reflection of Benevolence in 

nature. Confucius put forward that The World Returns to Humanity and Mencius put forward that 

Benevolence Covers the World. We can see that, Benevolence and Love are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World in 

Confucianism. Both embody the ideal value goal for the world from Confucianism and point out the basic 

way of realizing the world's great harmon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has 

emphasize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n many occasions, and 

ha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a more creative way. 

This idea is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Benevolence to the World, to provide new 

mode and possibility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co-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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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爱人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看习近平对”仁爱天下观”

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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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下观”是儒家思想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对于“天下”的认知古已有之，周公初步完成了

“天下”体系的创制，孔孟进一步发展。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仁” 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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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爱”、“敬”，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仁”的体现。孔子说“天下归仁”， 

孟子说“仁覆天下”，可见，“仁爱”思想在儒家“天下观”中处于核心地位，体现出儒家天下观的

理想价值目标，同时也指明了实现天下大同的根本路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更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这个构想本身就是

对儒家“仁爱天下观”的继承与发展，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平共处、共生共荣提供了新的模式和可

能。 

关键词：天下观，仁爱，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前言 

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进行继承与发展，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智慧和精神力量具有极其重要

的现实意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提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养分，并创

造性的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构想正是植根于儒家天下观的土壤，习近平

总书记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天下观，为当今的

世界政治提供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截然不同的结

构模式，为世界各民族的共生共存提供了理论基础及新

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本身蕴含的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之间共同发展、共生共存的要求就是儒家“仁

爱”思想的体现，是儒家“仁爱天下观”在新时代的发

展。  

2. 儒家“仁爱”天下观 

“天下”观是儒家思想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其起源甚早。据《尚书·益稷》载：“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又有《尚书·夏书·大禹谟》：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可见，在尧舜禹

时代就有了“天下”的认识。周以“替天行道”之名代

商而立，但如何把战争的胜利转化为真正的统治上的稳

定，这是周朝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赵汀阳认为：“( 周) 

必须把外在的众多邦国转化为内部存在，这意味着周政

权必须创制一种高于国家的世界体系来实现世界的内

部化，即创制天下。”
[1]
周公完成了“天下”的创制，

《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两年克殷，

三年践奄，四年建候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

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制礼作乐，实行分封制，周天子

居于中，众诸侯国“以藩屏周”，这就建立起了以周天

子为中心的严密的网络化的政治体系；然后以礼乐之制

节之，从文化层面解决了不同认识的问题，形成了共同

的“天下”价值观，这样，周公从思想上和政治体系上

初步完成了“天下”体系的构建。后儒家学者继续对“天

下观”进行解释和发展，孔子和孟子将“仁爱”作为“天

下观”的核心范畴。那么什么是“仁”呢？《论语》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2]
，可见，在孔子那里，“爱

人”是“仁”的根本。孔子又提出“天下归仁”，孔子

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3]
（《论语.颜渊》） “克己”就是克制、约束自己，

做到“克己”，言行就会符合礼仪，符合自然规则，这

就是“复礼”，也就是说为政者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

“克己复礼”，百姓就会以为政者为楷模进行效仿，进

而形成仁义天下。孔子又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五者”乃“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

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4] 

“恭

宽信敏惠”为基本道德要求，做到这五者，便是“仁”

行于天下了。孟子提出“仁覆天下”，孟子从其“性善”

论出发，认为人都有“爱”、“敬”之心，而为政者凭

着“爱”、“敬”之善心施行 “仁政”，他说：“人

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5]
因有“爱”“敬”所以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

便是善，为政者以善心施“仁政”，做到“仁覆天下”，

治理天下自然如运之于掌上。 “仁”在孟子这里是能

否得天下的衡量标准，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

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又说：“国君好仁，天

下无敌焉。”
[6]
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不以仁政”，

亦“不能平治天下”
[7]
。所以，圣人一定是“以不忍人

之政”而“仁覆天下”之人。“仁覆天下”作为孟子的

终极政治理想，要达到这个理想，根本便在于推行仁政。 

“仁”作为儒家的基本核心价值，也是儒家平治天

下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平治天下这个终极理想的根本手

段。孔子和孟子都强调了“仁政”与“平治天下”的内

在一致性，体现了儒家“仁爱天下”的政治理想和社会

愿景。 

3. 习近平“仁爱”观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

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传承

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多次引用古典文

献阐述党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里汲取养分，在现代社会和国际政治中展现出高超的政

治智慧。其中，习近平的“仁爱”思想与孔孟“仁爱”

思想一脉相承，以“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为核心，抱持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人民”的“天下为公”的“仁

爱”精神，以“无我”的高尚情操践行 “为人民服务”

的崇高信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总是把人民利

益放在第一位，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党除了最广大

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人，必

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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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则要有更高的道德境界，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作

为执政党，肩负着民族复兴之伟大使命、身处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在这样伟大的历史时刻，共产党人要有为人

民而忘我乃至无我的精神境界。习近平正是这样无我精

神的践行者，在 2019 年 3 月出访意大利时，意大利众

议长菲科问及一个不在“议程”中的个性化问题：“您

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习

近平回答：“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就是一个大国

领袖对人民的无限担当，是一个共产党员对自我的严格

要求，是习近平“仁爱”精神的最真实体现。 

习近平主席常常告诫领导干部，要以人民的需求为

需求，以人民的疾苦为疾苦，他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

导干部的临别赠言》时说：“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

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

他也引用老子的话勉励领导干部，“圣人无常心，以百

姓之心为心。”
[8]
作为共产党员，作为人民公仆，不要

以私心为自己谋私利，而要以公心为百姓谋福利，常怀

“仁爱”之心，常行“仁爱”之政。2014 年，习近平在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上

的讲话上就引用古语“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

毫末必去”
[9]
，说明凡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哪怕是一丝

一毫也要去实行，对人民不利的事，一丝一毫也必须革

除。涓滴细流，终成大海，坚持从一丝一毫的“利民之

事”做起，最后方能成就大“仁政”。 

抱持“仁爱“之心，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在

涉及到人民利益、人民健康、人民生命安全的时候，习

近平以对人民最深沉的爱，对天下最大的仁，本着共产

党员的初心使命，将之作为政策措施的依据。在 2019

年底突如其来的人类浩劫——新冠肺炎发生以来，习近

平多次强调，生命重于泰山，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

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从出生不久的婴

儿到 100 多岁的老人都不放弃。同时紧急响应，为新冠

患者提供免费医疗，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而影响就医。

这便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仁爱”之心，是一个政党的“仁

爱”之心，是一个国家的“仁爱”之政。而这“仁爱”

精神则深深的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与

孔孟“仁爱”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更为可贵的是，这样的“仁爱”观不仅仅是对内，而且

着眼于“天下”，以儒家传统“天下观”为基础，将“仁

爱”之心播洒于全球，使全球共生共存，共享发展。 

4. 仁者爱人，惠及天下 

今天，“天下”的概念与当初儒家“天下”的概念

已然不同，但希望“天下一家”“和平共处”的精神却

是一脉相承的。 

最初，囿于眼界的局限，“天下”实指以黄河流域

为主并包含大大小小的支流如渭、泾、汾、洛等，后发

展到长江流域及其支流，也就是所谓“华夏”大地。“天

下归于一”实际便是将华夏大地上生活的大大小小的部

落纳入统一政权的管理之下，这个一统天下建立统一政

府的过程到秦始皇时期得以完成。虽然尧、舜时期即以

天下共主的形式达成了“协和万邦”的愿望，到周朝周

天子更以封邦建国的方式从形式上建立了统一政府，但

封建制下的各诸侯国依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周天子主

要是文化上及精神上的象征
[10]

。秦统一六国，秦始皇改

封建制为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从地理意义

上、政治意义上、文化意义上均完成了“天下”的统一，

正如《中庸》之言“天下”：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

行同伦……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

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
[11]

汉武帝时期，在

儒家的帮助下，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个天下“归于

一”的过程虽然少不了武力征伐，但在儒家的理论构建

里，实现天下一统，不在于武力扩张，而在于和平与融

洽，在于文化上的融合。 

实现和平之“天下”，重点便在于“仁爱”。孔子

讲“仁”，孟子发展为“爱”、“敬”，董仲舒提倡“以

德治国”，这些理论在精神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都以“仁

爱”为根本。心存“仁爱”，方能“天下为公”，中国

人从来不追求实际意义上的一统天下，而在于文化上的

和谐、精神上的相通，所谓“协和万邦”便在于此，文

化意义上的大同世界、和平共处才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结

构的追求，才是 “天下观”的真正意义，这也正是今

天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正是这种“天下观”

的体现。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需以“天下”

为“天下人”的“天下”，而非一国一民族之“天下”，

发展必将以“天下人”的发展为福祉，而非一国一民族

之发展。《吕氏春秋·贵公》篇即云 : “昔先圣王之

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天下，非一人之

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12]

“天下为公”，共享发展，便少了“敌”“我”之对立，

真正能做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却同一“天下”，不同

国家不同体制之间和谐共进，相安而并存。“人类命运

共同体”之构想便在于承认国家民族的不同，但在不同

国家民族之上共有一个“天下”，“天下”相安，国家

民族方得以稳定发展，“天下”不宁，国何得安？
[13]

 

天下为公，共享发展，本质上需要“仁爱”精神的

践行。习近平 2013 年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

上致辞时就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仁爱”友邻，

非徒有利于友邻，更能为自己争取到友善的环境，争取

到发展的机会。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孔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仁爱”之根

本，也是中国一直以来践行的行为准则。只有共同发展，

才是真正的发展，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

上的主旨演讲《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时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全球共同发展，

才是人类之福。“仁爱天下观”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理论基础及文化支撑。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政府更是

充分的体现了“仁爱天下”的精神，不仅仅对中国人民

健康负责，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同时也真正做

到了施“仁”于天下，为全球抗疫不遗余力。截止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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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中国已经向伊朗、伊拉克、意大利、塞尔维亚等

27 个国家派遣了 29 支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队，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以及技术援

助，同时密切同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友好合作，主

动向国际社会分享疫情和病毒信息、抗疫经验做法。
[14]

在疫情面前，中国和世界人民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共

同抗疫。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

习近平郑重承诺：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 20 亿美元国际

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

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中国将建立 30 个中非

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助力

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

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

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
[15]

在疫情面

前，中国始终秉持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

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

业尽责，以“仁覆天下”的精神推进全球抗疫合作。 

5. 小结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当今世界，在自然灾

害多发，在国际局部冲突不断，在全人类命运面临巨大

威胁面前，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展现出强大的担当

与“仁爱”精神，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积

极履行国际义务，摒弃狭隘的私利观，不局限于国家民

族之利益，以“天下”大局为重，以“仁爱”之心托起

人类共生共存的希望，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相对稳定的

环境，为人类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天

下”理念为全球共荣共生，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和

新的视角。 

项目基金 

本文为绵阳市社科研究“校地共建专项课

题”一般项目《融媒体背景下儒家天下观与当

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研究》的阶段性成

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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