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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Nirvana in Fire tells a story about Mei Changsu's undying pursuit of justice, self-sacrifice, self-sacrifice, 
selflessness and mutual help, which accords with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of justice, patriotism, honesty and 
friendship. The contemporary spirit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in Nirvana in Fi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rect values, and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justice, patriotism, and good manners of 
honesty and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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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说《琅琊榜》讲述了梅长苏忍辱负重昭雪冤情的故事，文中表现的矢志不渝追求正义、舍己为人、克己奉公，

赤诚无私、互帮互助的忠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倡导的公正、爱国、诚信友善相契合。《琅琊榜》中具

有当代价值的忠义精神，对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积极影响，有利于树立公正理念、培养爱国情怀、营造诚信

友善的良好风尚。 
关键词：《琅琊榜》，忠义精神，公正，爱国，诚信友善 
 

 

1.前言 

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深厚沃土，深度挖掘和创造性的继承具有时代价值的

传统文化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网络小说的成就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涵养，因此，网络

小说更应该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将中

华文化的精髓融入精彩的故事中，以艺术的方式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琅琊榜》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传

播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等方面具有典范意义，其中

具有现实意义的忠义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

合。 

2.忠义精神溯源 

忠义精神作为东方特有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中华

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族精神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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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它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是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2.1 忠：尽己之力至公无私的责任 

“忠”是尽心、尽力、内心情感、外在行为的统

一，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忠信之忠，指内心的诚敬

之意，是人际关系的准则。《说文》中说“忠，敬也，

从心，中声”，意思是尽己之心，与人为敬为忠，它

与现代意义上的“诚心、衷心”意义相同。二是，为

民之忠，指热爱祖国，包括了个体对国家的责任和义

务。如“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在国家危难

之际，为民应顾全大局，以集体利益为重，即使牺牲

自己，也要义不容辞的做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事，这就

是忠。“忠”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其中诚信和爱国的

含义，仍然与当代道德规范相契合。 

2.2 义：照亮历史的道德之光 

“义”作为五常之一，是华夏民族普遍认同的价

值范畴，是超乎个人利益的道德准则，体现了传统社

会的正义。一千多年来，义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义没有权威的定义，但自古

以来人们对其意义是心领神会的。如肯定义薄云天，

情义千秋、舍生取义、大义凛然等是义，假公济私、

忘恩负义、大义灭亲等是不义。正是因为义的的内涵

复杂多变，才使得它更富有弹性，蕴含更丰富的思想

内容。“义”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义与善、美同

意。“义，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说文》）。义字

从羊，羊在六畜主为膳，其肉为食，其毛为服，其性

温良，故“美”、“善”等字均从羊。所以，义代表着

人际交往中的友谊和追求美好、善良等需要。二是，

与利相对而言，所谓“言义必及利”。这里的义涉及

到如何处理利益得失问题，这也是儒家最重视和强调

的问题。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

述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夫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

书•董仲舒传》）。可见，对于孔孟儒家来说，一个仁

义君子，在面临个人利益得失时，不应一味追求个人

利益的满足而不择手段。而是应该慎重考虑和反思，

以集体利益为主，以适宜人类公平道义的方式解决问

题，尽力维护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公共福祉的价值准则。

甚至在生存和道义发生冲突时，应舍生取义切勿苟且

偷生。正如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人之所以为

人，正因有“义”。数百年来，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

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之中，“义”影响着个人乃至

整个国家的成败。 

2.3 忠义：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 

“忠”和“义”作为传统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后世所提出的忠义

精神正是综合上述忠和义的含义发展而成的一个道

德概念。忠—忠诚、忠信、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为

赤诚无私之意。义即公平正义、道义，家国大义、奉

献，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所谓忠义乃是一种临患不忘

国，视死忽如归的爱国精神；是尽心竭力、恪尽职守、

诚信友善的高尚品德；是勇敢追求心中正义的赤子情

怀。可见，新时代的忠义思想是一种完全积极的具有

正确价值导向的思想内涵，是值得提倡和赞扬的道德

理念。 

3.《琅琊榜》“忠义精神”的表现 

《琅琊榜》以复仇为主线，讲述了“麒麟才子”

梅长苏克服艰难险阻拨开重重迷雾，昭雪冤情，扶持

明君上位的故事。小说中个体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人

物之间的兄弟情和家国义体现了现代忠义精神的价

值内涵。 

3.1 矢志不渝追求公平正义 

《琅琊榜》以除奸报仇为结局，展现了中国自古

以来“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鲜明的表达了“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观念。梅长苏作为寻求正义、

公道的使者，他的活着就是为了昭雪冤情，这种勇敢

追求正义的赤子情怀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忠义精神。

梅长苏是赤焰军统帅林燮之子，天资聪颖、英勇无畏、

满怀赤子之心，充满理想和抱负。他本该有一个光明

的未来，然而因赤焰军势力过大，再加上奸人诬陷，

使得全军上下葬身梅岭之地，林殊幸运躲过一劫，却

深受火寒之毒。他带着七万军士的冤魂重生，为了声

张正义，十三年来忍辱负重，养精蓄锐，从血气方刚

的林殊化身为身残羸弱的梅长苏重新归来。梅长苏是

《琅琊榜》中最复杂的人物，他即是肩负大义的谋士，

又是拨弄风云、老谋深算的谋士。但他始终坚守忠义，

实现了复仇的最终目标—社会正义。 

梅长苏追寻正义的背景是在一个架空的封建社

会—梁国。封建政治话语中，皇权就是至高无上的权

威，想要在如此环境中寻求正义实属艰难，再加上这

件冤案关系着皇帝的绝对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就使得他追求正义的道路充满黑暗，艰难坎坷。梅

长苏作为江左盟盟主，本可以远离朝堂，过闲适的生

活，在山水田园中安稳渡过为数不多的岁月。但他身

上背负昭雪冤情的重任，他心中有大义，这使得他毅

然决然入仕玩弄被人唾弃的阴诡之术。在权力斗争中，

梅长苏借助“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

的江湖传言成为权利斗争的中心人物。他一边为誉王

出谋划策，实则是为了削弱他方力量，为靖王扩展势

力，充分发挥他作为谋士的智慧和担当。在追寻正义

途中，尽管梅长苏的目的无可指责，但也不能掩盖其

手段的卑劣。他把朋友萧景睿当做旗子，使得家破人

亡。他把童路的家人留在琅琊榜，实则是为了防止童

路不忠。在救赤焰救人卫峥时，梅长苏显示了作为谋

士的寡断，他本可以救出卫峥，却为了顾全大局犹豫

了。曾经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善良林殊变成精于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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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容颜尽改的谋士梅长苏；曾经充满义气可以为朋

友两肋插刀的林殊如今变得冷漠无情，他陷入了内心

伦理道德的煎熬。 

正义和罪恶，光明与阴暗，善良和阴险的复杂纠

葛加剧了梅长苏寻找公平正义的艰难程度。但他始终

没有放弃，他始终追求心中的公平正义，誓死还七万

赤焰军一个公道。他曾受到挚友靖王的冷漠和质疑，

遭受谢玉暗杀、夏江的步步威胁，以及病痛的折磨。

外在的生命威胁和内心的折磨终究没有打败梅长苏，

更没有阻断他前进的决心和斗志。经过十几年的筹划

与布局，他最终为自己和七万赤焰军冤魂平反，让艰

险恶毒之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清白于天下、还正义

于人间、还公道于人心，梅长苏宁愿舍生取义也不苟

且偷生，无愧于忠义。 

3.2 权谋背后的家国情怀 

《琅琊榜》无时无刻不在表现深厚浓重的家国情

怀。梅长苏在复仇之路上，并没有陷入仇恨的逻辑中，

相反，他显现出了正义的一面，在他的形象中，更多

展现的是家国大义。他为了平反推崇靖王上位，实则

也是为了天下苍生。他始终担心梁国的发展，心系黎

明百姓，希望国家能够恢复清明政治，为此，他在拨

去太子誉王心腹时，不顾私心换上了一批方正贤良之

士，为梁国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小说结尾处，梁国

受到外敌入侵，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本该安享余生的

梅长苏毅然决然重披战甲，不顾一切慷慨赴死。梅长

苏不妥协于现实羸弱的身体，他活着的目的是为赤焰

军昭雪冤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宁愿战死沙场也不愿苟延性命

于山水之间。十几年的翻云覆雨,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只唯一不变的是一颗赤子之心,永生不死。梅长苏身

上体现着传统士大夫勇于担当、不畏艰辛、不怕牺牲、

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忠义精神。除了梅长苏以外，家国

大义无时无刻不体现在《琅琊榜》中。靖王坚毅隐忍，

重情重义，坚持原则，赤子之心坚若磐石，以天下大

事为己任，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愿天下落入只要

权力不管安危的兄弟手中。蔡权和沈追有济世报国之

心，有公正廉明之举，辅佐靖王重振梁国。言侯在个

人仇恨和国家利益面前选择以家国为主。他们内心世

界都是一样的，家国二字永远是最重要的。可以说，

家国情怀是《琅琊榜》的核心和生命力所在。 

3.3 机关算尽之下的情义千秋 

《琅琊榜》中歌颂了友善和真挚的情义。梅长苏

因为复仇，变成曾经痛恨的阴诡谋士，但他内心的善

良自始自终都存在，他对自己的手下和身边的朋友，

都表现出真挚的善意。他救下飞流，像亲弟弟一样爱

护；帮助言侯爷摆脱困境，巧设妙计化解言家父子的

心结，成全亲情；帮助聂锋与夏冬想见，成全爱情。

他是一个谋士，但他从不伤害无辜之人。他的友善使

得手下和朋友对他尽心竭力。他为自己隐瞒身份以及

利用萧景睿对他的情义感到深深地愧疚，在萧景睿去

大楚途中，派人暗中保护他。他动员江湖力量救出卫

峥。帮助聂锋与夏冬想见，成全爱情。他是一个谋士，

但他从不伤害无辜之人。他的友善使得手下和朋友对

他尽心竭力。小说中重情重义的萧景睿也一直感动着

读者，他是小说中最重情义的悲剧人物，他温厚宽容，

富有正义感，颇具责任心。他永远真诚对待每一个人，

即是得不到回报，依然永葆初心。 

《琅琊榜》虽是以复仇为主线，但不同于其他复

仇爽文，海宴更重视对情义的描写。围绕梅长苏，作

者刻画了一个个情义深重的人物。蒙挚作为梅长苏的

朋友，对他肝胆相照、两内插刀，始终义无反顾的支

持和帮助他寻求正义。林殊和靖王是从小的挚友，是

可以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他们的兄弟情远远超过他

人之间的情义范畴。靖王始终坚信林殊不会叛乱，林

殊永远为靖王考虑，他选择以梅长苏的身份忍辱负重，

保住景琰那份赤子之心。从地狱重生的梅长苏和从东

海归来的靖王经过十三年心境的变化，早已不是当初

的少年。梅长苏肩负重任，靖王忧心忡忡。他们在痛

苦中不断磨砺自己。面对昔日挚友的猜疑甚至鄙夷，

梅长苏选择忍辱不发。权力斗争中，梅长苏拉拢一切

可以借助的力量，尽心竭力帮助靖王成功。地道中，

梅长苏与靖王无数次畅谈到深夜，大到朝堂争斗，小

到黎民百姓，梅长苏一步步辅佐他成为更贤明的君主，

他们也开始有了朋友之间的信任。小说第六十章火寒

奇毒和第六十一章莫逆之交是最打动人的地方，作者

用了一系列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刻画了一副震慑人

心的场面。在苏宅门口，他“突然勒住缰绳，动作之

猛，使得胯下坐骑长嘶一声，前蹄扬起，马身几乎直

立，再落下地时，景琰的手一松，整个身体从马背下

摔落下来，重重砸在地上 ” [1]，他犹豫了，他的

心脏像被小刀来回扎过，他不能接受自己是踩着朋友

咬牙支撑的背脊走到今天。他的内心即是欣喜又是痛

苦。从林殊到梅长苏再回到林殊，他们的情义更加深

厚。从误解到改变偏见，最后珍视对方。《琅琊榜》

从阳刚的侧面反应了男人之间的义薄云天、情义千秋。 

“一卷风云琅琊榜，囊尽天下奇英才。”《琅琊

榜》中各位英才对伸张正义、舍身取义、家国大义、

兄弟情义身体力行的不懈追求，体现了现代意义上的

忠义精神内涵。 

4.《琅琊榜》忠义精神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更加激烈，面对社会中出

现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是非、善恶、美丑混

淆，弘扬忠义精神中表现的对正义的追求，以家国大

义为重，待人诚实友善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推进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4.1 树立“公正”理念 

《琅琊榜》中体现的“矢志不渝追求正义”和“惩

恶扬善”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倡导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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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价值理念是相联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公

正是对社会和个人的要求。为国，应建立公正的方针

政策。为官，应以公正为标尺，惩恶扬善。为民，应

以正义为初心，行正义之举。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社会中出现了很多不公不正之举，本该铁面无私

的官员贪污腐败、知法犯法，以损害百姓利益成全自

己私利，不守官德。现实生活的人们急于求成，不择

手段谋求利益，至公平正义于脑后。见义不为的现象

屡次发生，“见义勇为流血流泪”被大众接受，“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处世哲学。遇到不

公，人们选择冷漠，遇到不义，人们选择绕道退缩。

在正义感不断缺失的社会，忠义精神中追求公平正义

的价值内涵具有借鉴意义，弘扬忠义精神有利于树立

公正的理念。 

4.2 培养爱国情怀 

《琅琊榜》中体现的“家国大义”情怀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中倡导的“爱国”价值理念是相联的。

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同的文化

价值立场随着网络不断传播。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影

响了个人的生活和思想，也加剧了弘扬爱国主义的困

难，削弱了爱国主义情感。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文化

之间相互冲击、融合、渗透，但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

均衡发展的。西方国家以及亚洲某些国家为了获得最

大程度的利益，不断对我国实施文化侵略，通过电影、

电视等媒介不断宣传他们的精神产品，恶意歪曲中华

民族精神，用中国元素反向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近

年来，不立足民族文化，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的非中国

化主题的文艺作品频频出现。如 2016 年上映的《大

鱼海棠》中，椿为了鲲的生命不惜牺牲全族的利益，

这与传统民族精神中杀身成仁、公而忘私的思想是相

悖的。今年出的《姜子牙》中，姜子牙为一人弃苍生

的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

思想理念相悖。可见，西方价值观的严重侵袭对我国

文化产生了消极作用，它不断侵浊传统文化、民族精

神，使得国人降低对祖国的自豪感。它们试图侵占中

国文化市场，通过文化扩张和意识形态渗透达到文化

霸权的目的，从而谋求世界霸权的企图。在这样的条

件下，爱国精神显得尤其重要，我们必须要夯实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自信和自觉，从根本上增强国人的

骨气和底气，并自觉内化为爱国情怀。《琅琊榜》中

以国家利益为主的奉献精神具有借鉴意义，舍己为人、

克己奉公的思想是身处现在社会所需要遵循的优良

品德。 

4.3 倡导诚信友善的良好风尚 

诚信友善的品质是公民基本的道德标准和规范，

“诚信友善包括自尊自律、诚实守信，文明礼貌、宽

和待人，孝亲敬长、有感恩之心，热心公益、志愿服

务四方面的内容。”[2]坚持诚信友善能促进和谐的人

际关系，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

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人与

人之间隔绝、冷漠、虚伪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再加

上在网络社会中，信任常常陷入现实的欺骗困境中，

使得人际交往中的不信任感愈加强烈。近年来出现的

“微商”、“电信诈骗”、“网络信息不断反转”、“主播

带假货”等事件不断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把诚信

践踏的一无是处，使得人们更不愿意相信任何人。自

私、虚伪使得现代人越来越浮躁，面对人际交往问题

时，往往不能互相理解，不能和睦的解决问题，反之

采用极端的行为。在这个信用危机时代，《琅琊榜》

忠义精神中对人尽心竭力、真诚无私、信守承诺，鼓

励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品质有助于

更好的倡导人们遵守诚信友善的道德准则。 

5.结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和精

神命脉。它所体现的思想、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是

中华民族思想和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人民安身立命、

自强不息的精神家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滋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将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琅

琊榜》中体现的忠义精神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

思想的睿智光芒，与当前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辅相成，传承具有当代价值的忠义精神，能更好的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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