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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思想是我国传统价值观的精华

○ 胡宝国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ꎬ 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１２)

〔摘　 要〕仁爱思想源远流长ꎬ具有强大的内生力量ꎬ内涵深刻而繁富ꎬ多维度的诠

释使其在不同的时代呈现不同的面向ꎬ由家庭切入终至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之境ꎮ 仁爱

思想能够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提供精神资源和动力支撑ꎬ也是涵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ꎮ
〔关键词〕仁ꎻ仁爱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ꎬ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均存在着跃动和

变迁ꎮ 围绕着利益各主体间展开复杂多样的博弈ꎬ从而矛盾往往丛生、多发ꎬ不
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稳定ꎮ 人的存在和开展始终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关切点之

一ꎬ对其进行“转化性地创造”后实可以回应现实的关怀ꎬ因为传统不是僵化了

的过去ꎬ它同样以隐性的方式绵绵若存于现实之中ꎬ只有立足当下ꎬ切入历史ꎬ让
历史照进现实ꎬ现实才更具有丰满性和立体感ꎮ 在全国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的背景下ꎬ人们也自觉意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离不开对

传统价值观念的汲取和整合ꎮ 在此视域下ꎬ重视仁爱思想这一传统价值观的核

心ꎬ厘清仁爱思想的内涵、把握其历史脉络ꎬ努力将其化为国人的内在德性并进

一步落实于日用常行之中ꎬ从而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ꎬ更是一个现实问题ꎮ

一、仁与仁爱

对仁爱的理解离不开对仁字的理解ꎮ 众所周知ꎬ仁ꎬ是儒家的核心范畴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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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德之首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它是清楚的概念ꎬ相反ꎬ关于仁的内涵和实质ꎬ言人

人殊ꎬ尚未取得共识ꎮ
关于仁字本源ꎮ 虽有学人以为甲骨文中已出现成熟的“仁”字ꎬ但更多的人

认为甲骨文中并无“仁”字ꎬ这似乎已成定论ꎮ〔１〕 清人阮元认为ꎬ“似周初有此言

而尚无此字”ꎬ“盖周初但写‘人’字ꎬ周官礼后始造‘仁’字也”ꎬ〔２〕 但未进一步推

断其具体时段ꎮ 郭沫若认为“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ꎬ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

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ꎬ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ꎮ” 〔３〕 在通行文本

中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ꎮ”但此文未必作于周初ꎬ当属于后人

追记ꎮ «诗经»两见仁字ꎬ“洵美且仁” («郑风叔于田»)、“其人美且仁” («齐

风卢令»)ꎬ但似乎无涉于德性ꎮ «左传»、«国语»各 ２０、３０ 次ꎬ已逐渐被赋予德

性之义ꎮ 如«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ꎬ国之宝也”ꎻ«国语晋语二»杜原

款曰:“杀身以成志ꎬ仁也ꎮ”«论语»出现 １０９ 次ꎬ仁字作为孔子乃至儒家的核心

范畴正式登场ꎮ 可见ꎬ春秋以降ꎬ仁字出现频率越来越高ꎬ从出现的频率可以从

一个侧面略窥人们对仁及其思想的重视ꎬ同时也使仁字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ꎬ从
而造成了理解和诠释的困惑ꎮ

关于仁的内涵ꎮ 从文字学上对仁字加以诠释且最为经典的当为«说文解

字»ꎬ其释仁曰:“仁ꎬ亲也ꎬ从人从二ꎮ 忎ꎬ古文仁ꎬ从千心ꎮ ꎬ古文仁ꎬ或从

尸ꎮ”暂置二种异古文不辩ꎬ将“仁ꎬ亲也ꎬ从人从二”放之于«论语»的语境中ꎬ发
现其言甚当ꎮ 孔子号称“圣之时者” («孟子万章下»)ꎬ所谓“时”可以通俗地

理解为境遇、时机、条件等ꎬ从孔子对仁的诠释中确实体现了这一点ꎮ 在一百多

处对仁字的理解中ꎬ孔子总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等对仁字加以灵活地处

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ꎮ 杜维明曾言ꎬ«论语»中的“仁”充满悖论ꎬ神秘莫测ꎬ复
杂得使人灰心丧气ꎮ 也就是说任何试图用最简洁的话语界定仁字的全部内涵的

努力ꎬ都将被宣布为不成功的尝试或方法论上的失当ꎮ 但“从人”毕竟提示人们

“仁”是关乎人的学说ꎬ内蕴着人道、人文的观念ꎻ“从二”则提示人们不要把人作

为孤立的个体ꎬ而是要把人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来把握ꎮ 从前者来说ꎬ«论

语颜渊»载:“樊迟问仁ꎮ 子曰:‘爱人’”ꎬ对照«论语乡党»:“厩焚ꎮ 子退

朝ꎬ曰:‘伤人乎?’不问马ꎮ”可以看出ꎬ孔子对人的关切超越对物(马)的重视ꎬ相
较于人的存在ꎬ物(马)作为自然存在ꎬ只具有外在价值ꎬ对人而言ꎬ物往往表现

为工具或手段ꎻ相反ꎬ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ꎬ表现为人本身即是目的的哲学意

蕴ꎮ 在人与物的比较中定位人的存在ꎬ人的价值表现为对自然原则的超越ꎬ体现

了朴素的人文观念ꎮ 从后者来说ꎬ人的价值又具体展开于人与人的关系中ꎬ而首

先是血缘关系中ꎮ «论语学而»:“孝弟也者ꎬ其为仁之本与!”所谓“人之本”
表明ꎬ孝悌远非仁之全部内涵ꎬ而仅仅表明孝悌是实践仁的入手处和切入点ꎮ 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则要求:“弟子入则孝ꎬ出则悌ꎬ谨而信ꎬ泛爱众ꎮ” («论

语学而»)此言表明ꎬ仁的内在意蕴要求尊重人的血亲伦理ꎬ同时不断加以提

升进而超越血亲伦理、通向社会伦理ꎬ在从自然伦理(孝悌)向社会伦理(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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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提升中ꎬ人的普遍本质得以确立ꎬ人的社会价值得以突显ꎮ 以上考察表

明ꎬ仁道思想基于自然原则同时又超越了自然原则ꎬ表现了自然人化的过程和特

色ꎮ 然而ꎬ值得注意的是ꎬ仁道思想又并非完全悖离自然原则ꎬ从孔子对“三年

之丧”(«论语阳货»)中自然情感的强调到“唯天为大ꎬ唯尧则之”(«论语泰

伯»)的则天思想都体现了对自然原则的尊重ꎬ体现了人的自然化倾向ꎮ 因此ꎬ
综合来看ꎬ孔子的仁的学说中内蕴着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相统一的思想ꎮ

关于仁爱ꎮ 考之«论语»可以发现ꎬ爱是仁学的实质内涵ꎬ仁学已内在地包

含有仁爱的思想ꎬ仁爱也实在是孔子乃至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ꎬ但径直用爱诠释

仁字的却出自墨子ꎮ «墨子经说下»:“仁ꎬ爱也ꎬ”这可以看作现代语词“仁
爱”的远源ꎮ 当然ꎬ在墨子的主要思想中ꎬ将仁爱向兼爱方向引伸ꎬ从而与孔子

的仁爱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分岐ꎮ 仁爱一词的直接来源或出于«淮南子»ꎬ«淮南

子修务训»:“尧立孝慈仁爱ꎬ使民如子弟ꎮ”其中ꎬ仁爱既可分别仁与爱单独理

解ꎬ也可合观作为一个词解读ꎮ 同时或先后的«史记袁盎列传»则有“仁爱士

卒ꎬ士卒皆争为死”之语ꎬ仁爱已凝炼为成熟的语词ꎮ

二、仁爱思想的衍化

孔子初步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建构ꎬ赋予仁爱思想独特的理论内涵ꎬ但这远不

是仁爱思想的终结ꎬ相反ꎬ仁及仁爱思想一经产生ꎬ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ꎬ似乎

具有了内在的自发的生长能力ꎬ其内在的理论张力给后人留下了宏富的阐释空

间和可能ꎬ后人往往基于时代的、理论的需要赋予仁爱思想多重品格ꎬ将仁爱思

想向多方面发展ꎮ
在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中ꎬ爱人是其根本原则ꎬ而其具体路径则表现为忠恕两

个方面:忠即“己欲立而立人ꎬ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ꎬ恕则指“己所不

欲ꎬ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ꎮ 以自我为出发点ꎬ阐发人之在ꎬ其内在的理

论预设是自我与他人总是处于共在之中ꎬ因此ꎬ只有在立己、达己的基础上、前提

下才可能立人、达人ꎻ相应地ꎬ只有立人、达人才是立己、达己的完成ꎬ换言之ꎬ只
有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ꎬ才能成就自我ꎬ成己与成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ꎮ 可见ꎬ
孔子的仁爱思想中虽充盈着存在论的意味ꎬ但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伦理学的主旨ꎮ

孟子一方面继承孔子仁爱思想的基本原则ꎬ另一方面将其向内、外两个方向

扩充和发展ꎮ 向内指为仁爱思想建构一个心性论基础ꎻ向外则指向政治之维ꎮ
首先ꎬ孟子在人禽之辩中凸显人的道德存在性ꎮ 在孟子看来ꎬ禽兽只表现为自然

的存在ꎬ而人的存在表现为人先天地具有善的萌芽ꎬ即四端:“恻隐之心ꎬ仁之端

也ꎻ羞恶之心ꎬ义之端也ꎻ辞让之心ꎬ礼之端也ꎻ是非之心ꎬ智之端也”(«孟子公

孙丑上»)ꎮ “恻隐之心ꎬ人皆有之ꎻ羞恶之心ꎬ人皆有之ꎻ恭敬之心ꎬ人皆有之ꎻ是
非之心ꎬ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ꎮ 四端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先天的普遍的

道德情感ꎬ其进一步扩充、完善则形成四德即仁义礼智ꎬ从而使人超越了禽兽般

的自然存在ꎮ 不仅“恻隐之心”是“仁之端也”ꎬ甚至孟子直接规定“恻隐之心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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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孟子告子上»)ꎬ一方面奠定了仁爱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深化了人的社会

性存在的本质内涵ꎬ一方面彰显了人的存在的神圣性ꎮ 其次ꎬ四端说、四心说并

非仅限于人的主体意识层面ꎬ在其由内向外的投射中可以抵达政治层面ꎬ由心理

原理的仁爱达致政治原理的仁政ꎮ 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ꎬ斯有不忍人之

政矣ꎮ 以不忍人之心ꎬ行不忍人之政ꎬ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孟子公孙丑

上»)ꎮ 以仁心行仁政仅是治国理政的一般原则ꎬ其具体路径和方式则要通过

“制民以恒产”和实施道德教化等加以落实和贯彻ꎮ
到了汉代ꎬ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形成ꎬ收拾人心、统一思想成了思想界迫切的

主题ꎬ为纠补暴秦之失ꎬ儒学及其仁爱思想被重新发现并获得了新的形态ꎮ 董仲

舒认为:“天ꎬ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ꎬ取仁于天而仁也ꎮ”(«春秋繁露王道

通三»)在天人合一的大背景下ꎬ借人格化之天的神圣性和崇高性确证人间社会

仁道的合法性、现实性ꎬ由天之仁导出人之仁ꎬ不在于以神道销融人道ꎬ而在于以

神道保证了人道的合理性ꎮ 表面上看ꎬ由天之仁下贯而构成人之仁ꎬ实质上是先

肯定人之仁随后为其寻找形上之据ꎬ其理论落脚点是人而非天ꎮ 然而ꎬ不难看

出ꎬ董仲舒上述思路中蕴涵着自律与他律的冲突与紧张ꎬ随着天命的陨落、理性

的觉醒ꎬ外在的他律(天)不足以确保仁道(人)的运行ꎮ 主观上ꎬ董仲舒试图借

儒家的仁道原则对抗、化解亡秦的暴力原则ꎬ但其理论上无疑有忽视人类自身理

性的偏颇ꎮ 虽说有上述的理论上的不足ꎬ但其安人、爱人的仁爱思想仍值得加以

重视ꎮ 他说:“«春秋»之所治ꎬ人与我也ꎮ 所以治人与我者ꎬ仁与义也ꎮ 以仁安

人ꎬ以义正我ꎮ”(«春秋繁露仁义法») “以义正我”关乎自我的完善ꎬ“以仁安

人”则上继孔子“修己以安人”的思路ꎬ强调对于群体的德性教化ꎻ进一步ꎬ董仲

舒提出“仁之法ꎬ在爱人ꎬ不在爱我ꎬ” “人不被其爱ꎬ虽厚自爱ꎬ不予为仁” («春

秋繁露仁义法»)的思想ꎬ细绎其理ꎬ董仲舒言之所指应该是指执政者ꎬ因此ꎬ
从安人到爱人的论述实质上关乎群众与领袖、群体与权威的关系ꎮ 显然ꎬ董仲舒

一方面要求执政者加强自我检束、德性修养(“以义正我”)ꎬ另一方面更主要是

指执政者要以群体、群众为旨归ꎬ要以群体原则制约威权主义ꎬ使威权主义不致

过度放纵与专横ꎬ其仁爱思想的政治之维不言而喻ꎮ
从理论形态上说ꎬ从汉末儒学迷失至宋代以前ꎬ儒学处于衰落不振之中ꎬ至

宋明而复兴ꎮ 相应地ꎬ仁爱思想得以重新被肯定和诠释ꎬ获得了新的生机ꎮ 在二

程思想中蕴含有丰富的仁爱思想ꎬ二程区别仁、仁之体、仁之方等概念的不同并

加辨析ꎬ反对以爱为仁说ꎬ程颐说:“孟子曰:‘恻隐之心ꎬ仁也ꎮ’后人遂以爱为

仁ꎮ 恻隐固是爱也ꎮ 爱自是情ꎬ仁自是性ꎮ 岂可专以爱为仁? 孟子言恻隐为仁ꎬ
盖为前已言‘恻隐之心ꎬ仁之端也’ꎬ既曰仁之端ꎬ则不可便谓之仁ꎮ 退之言‘博
爱之谓仁’ꎬ非也ꎮ 仁者固博爱ꎬ然便以博爱为仁ꎬ则不可ꎮ” 〔４〕 仁是本质、爱是仁

之本质的外在表现ꎻ仁是全体ꎬ爱是仁的初步显现ꎮ 在小程的思想中ꎬ性本然是

善的ꎬ“仁自是性”也即肯定仁的内涵无有不善ꎻ情是由本然之善的性与不同品

质的气相结合而产生的ꎬ由于气的品质有清、浊之分ꎬ所以无法保障情的至善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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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爱自是情ꎬ”作为情之表现的爱当然不能直接等同于至善的仁了ꎮ 仁可兼

爱ꎬ而爱不可兼仁ꎮ 不仅爱非仁ꎬ且爱人也非仁ꎬ“谢收问学于伊川ꎬ答曰:‘学之

大无如仁ꎮ 汝谓仁是如何?’谢久之无入处ꎬ一日再问曰:“爱人是仁否?”伊川

曰:‘爱人乃仁之端ꎬ非仁也’ꎮ” 〔５〕小程区分仁与爱的不同当然不乏精允之处ꎬ不
可谓无见ꎬ但多少有割裂二者联系之嫌ꎮ 到了朱熹则借体用概念从本体论上统

一二者ꎮ 朱熹认为:“仁是体ꎬ爱是用ꎮ 又曰爱之理ꎬ爱自仁出也ꎮ”(«朱子语类»
卷八十二)“仁者ꎬ爱之理ꎻ爱者ꎬ仁之事ꎮ 仁者ꎬ爱之体ꎻ爱者ꎬ仁之用ꎮ”(«朱子

语类»卷二十)仁是爱用之本ꎬ爱是仁体之用ꎬ仁与爱具有本体论上的同一性ꎮ
朱熹又以根苗之喻使仁、爱的一体性更为显豁ꎬ“仁是根ꎬ爱是苗ꎮ”(«朱子语类»
卷二十)

仁爱思想的进一步的发用流行ꎬ要求超越家庭之囿、进而超越人类社会最后

达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之境ꎮ «孟子尽心上»已有亲亲、仁民、爱物之说ꎬ到
了宋明时期ꎬ类似的说法一再出现ꎮ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ꎬ物吾与

也”的民胞物与说ꎬ将仁爱思想由自然的小家庭扩展至宇宙的大家庭ꎬ或者说将

宇宙拟家庭化ꎬ将原本适用于自然家庭的仁爱思想辐射至整个世界ꎬ在此宇宙大

家庭中ꎬ每一个成员(人与物)均有其存在的价值ꎬ从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ꎬ达
到人与人、人与物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之境ꎮ 程颢说:“仁者ꎬ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ꎮ” 〔６〕朱熹也认为:“天地万物与吾一体ꎬ固所以无所不爱ꎮ”(«答胡广仲»ꎬ«朱

文公文集»卷四十二)在王阳明思想中同样有基于亲亲之爱提升、扩充至万物一

体的观念ꎬ“夫圣人之心ꎬ以天地万物为一体ꎬ其视天下之人ꎬ无外内远近ꎬ凡有

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ꎬ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ꎬ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ꎮ” («传习

录中»ꎬ«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大人者ꎬ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ꎬ见瓦石之

毁坏而必有悯恤之心焉ꎮ”(«大学问»ꎬ«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所谓仁者、圣
人、大人等均表达的是儒家的理想人格ꎬ是完满实现仁爱理想的人ꎬ他们基于血

缘ꎬ同时又超越了血缘ꎬ达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境界ꎮ 然而过分强调天下一

家、万物一体不仅难免流于空泛ꎬ而且往往能使天人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紧张

感ꎬ正如杨国荣所言ꎬ“一般而论ꎬ天与人之间的紧张ꎬ往往会成为变革世界的内

在动力ꎬ一旦平衡与和谐压倒了紧张与冲突ꎬ则变革对象的冲动往往容易受到抑

制ꎮ 在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中ꎬ心灵的宁静确实使制天命而用之的实践冲动很

难得到激发ꎮ” 〔７〕

三、现代仁爱思想的重建

近代以降ꎬ面对西方的文攻武略ꎬ中国迫切地寻求自我救赎之路ꎮ 从思想上

说ꎬ就是要重估一切价值ꎬ在西方思想的参照下ꎬ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观念ꎬ对其

加以“转化性地创造”(李泽厚语)以期适应新的时代和要求ꎮ 在此过程中ꎬ既有

对传统思想的继承ꎬ更有对传统思想的改铸和重建ꎮ
康有为杂糅中西思想ꎬ确立仁爱的本体性地位ꎬ他说:“不忍人之心ꎬ仁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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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也ꎬ以太也ꎬ人人皆有之ꎬ”“为万化之海ꎬ为一切根ꎬ为一切源ꎮ” 〔８〕仁是世界的

存在和发展原理ꎬ具有本体的地位和主宰的作用ꎮ 从心、电、以太等概念来看ꎬ康
有为所说的仁兼具心、物两方面的内涵ꎬ而其本质内涵则为“爱质ꎮ” 〔９〕 可见ꎬ仁
即是爱ꎬ只是所谓的仁已不再是传统中的一维之心ꎮ 仁爱之力即爱力运演于社

会之中则首先要求 “爱类”ꎬ康有为说:“能爱类者谓之仁ꎬ不爱类者谓之不

仁ꎮ” 〔１０〕爱类即爱同类ꎬ爱类说内在地要求区别人类与物类ꎬ在由人构成的社会、
国家之中首先要爱本家庭、本社会、本国家之人ꎮ 所以ꎬ康有为的爱类说逻辑地内

蕴着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的思想ꎬ具有凝聚人心、共赴时艰的社会价值和意义ꎮ
如果仅仅停留于康有为仁爱说、爱类说的一般原则ꎬ则其发生的实际的社会

效果必将大打折扣ꎬ毕竟现实的社会往往存在贵贱、等级之分ꎬ人们很难跨越自

己的级别对所有人一视同仁ꎬ因此ꎬ发挥仁爱说的前提需要打破贵贱、等级的界

限ꎮ 于是谭嗣同又赋予仁以通的涵义: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ꎮ 凡

是存在上下之级、内外之别的地方均以仁通之ꎬ他说:“夫仁ꎬ以太之用ꎬ而天地

万物由之以生ꎬ由之以通ꎮ 星辰之远ꎬ鬼神之冥漠ꎬ犹将以仁通之ꎻ况同生此地球

而同为人ꎬ岂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 亦自塞其仁而已ꎮ” 〔１１〕以太的客观存在是

仁通的前提保障ꎬ仁通是宇宙的必然要求ꎬ而现实社会之所以没有达到这一境界

是由于人自身没有张扬人的主体性而已ꎮ 其隐含的思想就是要求人们发现人的

主体力量、发挥人的主体性、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向这个不通的世界发起勇猛的

批判ꎬ以实现仁通即平等的境界ꎮ
除以平等释仁外ꎬ其时的思想家远继墨子兼爱说ꎬ外借西方博爱之说ꎬ内承

韩愈之“博爱之谓仁”说ꎬ往往以博爱释仁ꎬ如康有为“仁者ꎬ在天为生生之理ꎬ在
人为博爱之德” 〔１２〕、孙中山“能博爱ꎬ即可谓之仁ꎮ” 〔１３〕 等ꎮ 要之ꎬ其时的思想并

未从根本上否定传统仁爱价值观的应有内涵与价值ꎬ而是需要采借西方思想加

以适当的转化性地创造ꎬ以期适应新的时代ꎮ
即使在新文化运动时期ꎬ仁爱思想也并非被完全抛弃ꎮ 其时激进的思想者

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展开了猛烈地围攻ꎬ令人印象深刻ꎬ但似乎并没有人直接

针对仁爱思想加以批判的ꎮ 如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答‹新青年›爱读者»
等文中屡次言及ꎬ其所以非孔ꎬ并不是因为孔教之“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及忠恕

之道不足取ꎬ” 〔１４〕而是因为此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ꎬ原非孔教之所独专ꎮ 然而ꎬ
这恰从某种意义上表征了包括仁爱(忠恕)在内的儒家核心伦理思想具有普世

性、普适性ꎮ
这一具有普世性、普适性的仁爱思想被孙中山明确地提出并加以强调ꎮ 孙

中山认为ꎬ我们要恢复民族的地位ꎬ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ꎬ“仁爱也

是中国的好道德我们要学外国ꎬ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ꎬ把仁爱恢复起来ꎬ再
去发扬光大ꎬ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ꎮ” 〔１５〕

作为以复兴儒学精神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三代学人也反复申说仁爱、仁学、
仁教的意义和价值ꎬ如在流布较广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ꎬ直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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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或者说“仁者恻怛之情” 〔１６〕是西方所无而需向中国学习的核心价值之一ꎮ
牟钟鉴在其新仁学构想中提出以仁为体ꎬ以和为用的主旨ꎬ其目的“要使仁

爱成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和最高的价值追求ꎮ” 〔１７〕陈来则建构了以“仁体”为核心

的仁学本体论ꎬ接着讲儒学的生命哲学ꎬ强调“仁爱的智慧的确是儒家的核

心ꎮ” 〔１８〕可以想见ꎬ作为传统核心价值观的仁爱及其精神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

获得进一步的肯定和弘扬ꎮ
综上所述ꎬ仁爱思想具有强大的内生力量ꎬ因应不同的文化环境ꎬ在不同的

时代以不同的面向一再显现ꎬ确乎表征着仁爱精神的连续性和一贯性ꎬ是我国传

统价值观的精华ꎬ需要人们认真地对待和反思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ꎬ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在其所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六条中第一条即是“讲仁爱” 〔１９〕ꎬ此一概括准确而深刻ꎬ意义重大ꎮ 讲好

传统思想中仁爱的故事ꎬ对于全面、深刻地领会和谐、爱国、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显然不无裨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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