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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benevolence" culture i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valu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benevolence" culture, probes into the modern value of traditional "benevolence" cultur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wa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benevolence" culture in an all-round way, and seeks the power and resourc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s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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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我国民族价值观念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传统“仁”文化的

基本内涵等展开分析，探讨传统“仁”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现代价值，全方位系统阐述传统

“仁”文化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途径，为重塑新一代青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建设、传统文化的复兴寻

找动力与资源。 

关键词：传统“仁”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诠释 

1.前言 

源远流长的儒家传统“仁”文化在中国人长期性格

形成、修养境界和文化素质提升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

地位和传承作用。作为儒家传统文化核心的“仁”文化，

以“孝悌”为起点，“亲亲”，“泛爱众”，再推己及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1]
，对中国人思维方

式和行为习惯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传统

“仁”文化到了今时今日仍旧为我们的道德教育提供一

种有益的思维视角和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多个场合数次强调重视传统

文化和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意义，认

为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精神世界、它塑造了百姓日用而

不觉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将青年时期的价值观比喻

为“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如何将传统“仁”文化价值

部分嫁接入大学生的价值教育中，从而对其未来发展起

到重要影响作用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与此同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仁”文化是否还能够在在塑造当

代大学生的信仰和品格中起到一定的引导和传承作用?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笔者在南昌 3所本科高校进行了相关的调研，

调研方式以深度访谈为主，主要面向对象是 1985—1992

年之间出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论文将从这一

访谈获得的资料入手，对中国传统“仁”文化的基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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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等展开分析，探讨传统“仁”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的现代价值，全方位系统阐述传统“仁”文化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途径，为高校重塑新一代青年大学生

的价值观建设、传统文化的复兴寻找动力与资源。 

2.中国传统“仁”文化的基本内涵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数千年来，

传统“仁”文化不断丰富和充实它的内涵及外延。传统

“仁”文化体现的是仅次于“德”的人的高尚情操。“仁”

是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重要素材，孔子对“仁”文化进行

了深刻解读和诠释。其中《论语》中涉及“仁”文化的

章节有 50 多章，讲述了“仁”人、言“仁”和人本身

所具有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传统“仁”的文化内涵主

要包括行为规范方面的“仁”、人格操守方面的“仁”

以及终极关怀方面的“仁”。 在行为规范上，孔子强调

机敏和守信，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要做到恭敬、宽恕他人、

对人诚实守信；在言语上强调诚恳和质朴；在学习上强

调志向和学识，在与他人交往时要推己及人；在人格操

守方面着重要求将“仁”从社会规范中提炼出来，追求

安全乐道和刚毅精神。所以总的来说，传统“仁”文化

有两大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前者强调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

要换位思考，要易地而处，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

加给别人；后者说明自己想要“立”和“达”的同时还

能够去兼及别人。历代思想家不断将“仁”的文化继承

和扩展，笔者认为传统“仁”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仁者爱人”的人文情怀 

“仁者，莫大于爱”，传统“仁”文化的核心是一

个“爱”字，“仁者爱人”倡导的就是拥有仁心的人要

懂得去爱护别人，从而达到“兼爱”的目的。孔子相信

“为仁由己”，即一切“仁”的修养全在于人的自身的

修养。一个人如果想实现“仁”，只有经过自我内心的

不断淬炼和行为的自我约束，不能依靠外在的环境与压

力。“为仁由己”思想的深层含义指人要从自我的道德

修养出发，具备自我内在的价值及对这种价值的认可与

自觉，蕴含着自我完善与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传统“仁”

文化主张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实现人的道德本性，在

方法上讲求“自治”、“慎独”，要求每一个人在道德与

行为上认真反省自己，时刻检查自己的过失，调整自己

的行为，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合乎社会的道德伦理

规范，“穷则独善其身”就很好的诠释了传统“仁”文

化在自我的道德修养中有严格的要求。就“仁”文化本

身而言，其对构建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至关重要

的思想引导作用。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充分

发挥“仁”文化的精华部分，把传统 “仁爱”思想应

用于思想政治工作中，让学生能够拥有“仁爱”之心，

能够在“仁”的引导下热爱身边的人和物，使这种“大

爱”道德意识渗透到学生的内心深处，教导学生要“爱”

他人，“爱”集体，“爱”生活，“爱”社会，树立正确

的“爱”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2.2“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中国传统“仁”文化重视“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的培养和理想的塑造。历代的儒家学者把“人格”等问

题进行深层次的提炼，提出了种种人生标准和理想目

标，这就是所谓的“家国情怀”。儒家“家国情怀”是

志士仁人，它要求士人“德才兼备”、“德惠双修”，提

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求每个人不管

身处如何境地，都不可降自己的志气，丧失节操，而要

持身立节，正道直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中传达出来传统“仁”文化的为国、为民、为天下的家

国情怀，更体现出由己及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礼记》

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就是受“仁爱”思想

的驱动，将天下利益为先。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爱”观念，把传统“仁”文化

中的家国情怀推到极致。这种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到了清

代，就又延伸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仁”的

思想演绎到行动中来，并对天下人提出“有责”的要求。

“仁爱”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到“兼济天下”的崇高家国精神以及对整个人类所具有

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有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集体

主义精神，有利于克服利己主义，对抗腐败堕落行为。 

2.3“师以身为正仪”的修身情怀 

从孔子提出的“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到荀子的“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都

在说明用“仁厚”的言语教人行仁德，不如用表达仁的

行动教人行仁德的功效大。荀子曾提出“师以身为正

仪”，把身为师长的身教示范作用鲜明地凸显了出来。

此外，孔子要求“言而有信”，强调“敏于事而甚于言”

（《论语·学而》）。作为传统“仁”文化的延伸，对教

师的品德修养提出很高的要求。但是笔者认为，这是

“仁”文化对自我修养做出的道德约束，和“温故而知

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亦多术”，“锲

而不舍”，“业精于勤荒于嬉”等，对于教师自身个人修

养道德层面的要求，这个要求可以影响教师的教学观及

学生的自我修养观，此思想内涵对深化师范类院校学生

的思想道德修养具有潜在的教育启发意义。 

3.传统“仁”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现

代价值  

中国传统“仁”文化在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历史时期，

对当时的社会价值和主流思想取向形成占据着主流作

用。在当今中西文化思想意识激励碰撞的新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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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将中国传统“仁”文化中的积极因子融入到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高校要引导大学生自觉主

动地吸收传统“仁”文化中积极健康向上的部分，引导

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行动上

踏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中国传统“仁”文化的价值。 

3.1 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教育目标 

《大学》开篇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2]
。大学教育的目的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及

具有道德感的公民。中国传统“仁”文化重视人性本身

的引导和塑造，与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有共同的契合点。“君子忧道忧贫”中的爱国意识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有相同的价值取向，

“慎独”“自省”就是要求人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不

要做坏事，要做好自我行为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人层面的“诚信”“友善”在个

人思想修养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传统“仁”文

化已经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了教育目标，那就是符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格人才。 

这就要求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方面要理

解传统“仁”文化中的自省观，要充分进行自我意识修

正及反省，及时有效调节自身的行为。另一方面，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站在“家国”的高度，自觉树立开阔

的理想和心胸，追求更高的思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在实现自我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对

学生在人格及道德上以良好的影响。 

3.2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道德教育
价值 

德育是高校进行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素

质教育的灵魂，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始终把

“育人”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把学生“德育”放在成

长成才的重中之重。目前社会和高校教育的功利化冲淡

了“德育”在学生成长成才中的作用。传统“仁”文化

主张用道德原则来校正混乱的社会秩序和颠倒的人伦

关系，建立以“仁”为最高标准，以“孝悌”为最基本

规范的伦理关系。这些道德规范以及注重以德为先，突

出以德教为方式的教育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以德

育方式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注重提高人的德性品

行等方面的教育主张，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
[3]
。 

随着经济急速发展和手机网络的普及，大学生的生

活及思想行为发生重大改变，随之而来的是德育内容及

德育方式的变化。关于道德教育，在传统“仁”文化中

也提出很多要求。如“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

故为其下”，这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论述为君之

道的政治文献，是对传统“仁”文化中道德标准的最好

诠释。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我们可以理解和诠释为道

德的建立必须树立一个“上”的标杆及榜样。道德标杆

及榜样树立之后，传统“仁”文化又对道德的重要性做

了一个更好的层次递增式的价值标准，“一心可以丧邦，

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这是是北宋思想家

程颢、程颐兄弟对《论语 子路》中孔子对道德的阐述，

“公私”之间，可以“丧邦”，也可“兴邦”。
[4]
而传统

“仁”文化的对道德的树立和延伸，终究是为了“兼济

天下”。因此必须树立道德标杆榜样，明白道德的重要

性，尤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讲，保持自身高尚的

道德感更重要。 

3.3 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现代转型
路径 

我国传统“仁”文化强调“道德”、“仁义”等，这

些理论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理论资源，更为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传统文化转型的现代路径。传

统“仁”文化包含了道德、劝学、家国、立身等思想。

以《习近平用典》为例，习近平总书记运用了传统文化

中的典故，对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肩负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具有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可以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引经用典的方式，对现代社

会的问题进行诠释，结合传统“仁”文化与历史和新时

代的碰撞中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挖掘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财富，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传统“仁”文化的现

代意义认识 

4.1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传统“仁”文
化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认识 

传统“仁”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

是新时代青年一代对儒家经典“仁”文化在现代社会中

的意义的基本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列举了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中 15 项对治国理政有有益启发和启示的内

容。这些内容在青年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引起了广泛而

热烈的议论。在年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1985-1992

年）看来，传统价值意义的判断有两条: 新时代是否需

要、个体是否可以做到。“仁者爱人、以德立人”在青

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中得到的认同度最高，这是传统

与现实碰撞后在当代青年教育者中形成的共振。青年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职业流动性强，年轻人急功近利和功

利主义者不乏其人，焦虑和浮躁的社会心态投射在青年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身上，因而，他们期待能够回归

传统，坚守作为教育者的“仁”爱之心，也渴望能够在

教育学生的时候能够以德服人，给学生以好的引导和鼓

励。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基本拥有作为教师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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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道德品质。在日常工作和学习生活当中能够热爱身

边的人，能够兼爱，能够“立德”成为青年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最希望得到弘扬的精神品质。新一代青年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是非常强调自我意识和个体感受，对

于自上而下的灌输表现出冷漠疏离的态度，对传统价值

观念的建设更强调自身感受和体会。所以，青年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看待传统“仁”文化的现代意义时，更注

重的是与现实结合、与自身阅历和感受相结合的那些内

容。 

4.2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传统“仁”文
化与社会思想建设的认识 

传统“仁”文化中“仁者爱人”观念对当代社会思

想建设具有最为直接的意义。当前社会青年个体观念和

意念非常突出，对于照顾他人感受成为奢侈品，尤其是

青年一代都喜欢沉迷电子产品，社会交往意愿下降，只

想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极少去关心爱护身边的人。

传统“仁”文化“仁者爱人”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建设

可以做出贡献，可以强化学生“爱人”。在这个问题上，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态度和理解可以分为两个

层次: 

第一层，“仁”与“爱”是合二为一的。访谈中，

一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谈到: “一味求‘仁’是

错，必先有自己的底线; 一味求‘爱’是错，必先爱自

己。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观念中，要想爱人，

必须先要爱自己，对别人“仁”，先要照顾好自己。青

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认识 “仁”的观念时，仍然

会从个人理念和个人情感出发，先自爱，再爱人，再育

人，“仁爱”是不能够分开的。 

第二层，“仁”文化的含义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和新

的需要重新缔造。时代变了、教育对象变了，“仁”文

化要随着进行新的补充和定义。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的观念中，传统社会中的“仁”文化是规范社会道

德和个人行为的约束力，但是大学生已经有了新的特

征，社会也有了新的社会结构，教育也有了新的内容。

所以，应该给“仁”文化赋予新的内容。爱护自己、爱

父母、爱家人，之后才是爱学生、爱学校、爱社会。但

是在采访中，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这个说法做

了相应的补充，大家一致认为，在所有“仁”爱的前提

下，是爱祖国，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做的事情，

在我们祖国有需要的时候，青年一代，不论在何时何地

都会挺身而出，为了祖国而战。这说明“仁”观念是进

步的，是伴随着时代特征的爱国因素发展流变的，在热

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前提下的“仁爱”的理念，

这样才是将传统“仁”文化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整体来

继承和发扬，而不是片面的、割裂的。 

5.传统“仁”文化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途径 

要实现传统“仁”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

导向，要注重目的性、时效性和创新性，需要进一步改

变传统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 

5.1 传统“仁”文化思想政治内容进思政课堂 

从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来看，有内在因素

和外在因素。内在因素也就是自身因素，主要指学生自

己的条件和自身学习的意愿；外在因素比较广泛这里指

的是学校因素，包括学校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参与思

想政治教育有什么政策，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在

课内还是课外。有相当一部分高校没有将从事学生工作

的辅导员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行列，讲授思想政治教

育课程的老师基本都是毛概或者马列老师。传统“仁”

文化思想政治内容如何进思政课堂呢？ 

首先，从学校角度来看，要重视传统文化思想政治

内容教育。学校要清楚的看到传统文化思想政治内容教

育的重要性。这就要求高校充分发挥教师的课堂创新功

能，寻找传统文化精华部分在思想政治教育课堂进行讲

解，吸引学生兴趣。一是要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

传统文化因素加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二是要积极开展

相关传统文化活动，引起师生高度重视。我国传统文化

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可以吸引众多的师生参与进来。

如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先后开展“楚调唐音歌吟” 

专场汇报演出及校级主题楹联大赛，这对提升大学生传

统文化修养，让同学们体会到歌吟艺术及楹联等传统文

化，让同学们能在传统文化氛围中进行思想政治文化意

识的提升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从老师的角度出发，要创新传统文化思想政

治教育方式。在进行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高校老师要注重课堂方式的创新，一是要寻找新的教育

内容，设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经典导读的选修课；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丰富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使之更具生动性和可读性;
[5]
组织

收看并讨论央视《百家讲坛》开讲的《论语》、《三国》、

《红楼梦》等经典导读；利用中华民族的春节、清明、

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日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

事件的纪念日，举办主题鲜明、形式多样、重在传统文

化体验的校园第二课堂活动；二是要课上课下、网上网

下多和学生沟通交流。以垃圾分类为例，这是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老师可以让学生从传统“仁”文化的典籍文

献中找出古人在保护环境方面有什么观点和贡献，这些

观点有哪些时代特征，有哪些是一直发展延续的传统优

秀文化。 

第三，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要创造传统文化学习的

良好氛围。良好的学习环境，能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格。

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创造传统文化学习生活氛围。一

方面我们要注重在学生熟悉的地方贴一些宣传语，这些

宣传语既是学生熟悉并且能够理解的，又能够让学生感

到亲切。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学习强国”等校内外

媒体，为学生树立道德榜样，掀起师生重视传统文化的

热潮。 

在进行传统“仁”文化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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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又要发挥课外活动的

重要作用，最终能够有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除此

之外，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相关传统文化精

神内容与传统“仁”文化内容相融合，以提高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和延续性，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创新，增强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深度挖掘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5.2 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自身传统“仁”
文化教育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传统“仁”文化道德素质的高

低，直接决定着在学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培养自身传统“仁”文化教育意识，

保证自己的道德水平，进一步对学生进行人格魅力影

响，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家国情怀，注重德教。孔子说：“主忠信，徒

义，崇德也。”（《论语·颜渊》）孟子云：“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是对传

统“仁”文化对德育师资队伍的基本要求。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者必须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

情怀，注重自身爱国主义思想道德文化修养，爱学生，

爱学校，爱国家。 

二是道德修养，坚持身教示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一线老师，“道高为师，德高为范”。有一些老师认为教

师是自己谋生的手段，没有做到从道德上约束和管理自

己，缺乏对传统“仁”文化的科学判断和分析，不能用

传统“仁”文化的理论和思想推进学科研究，没有在教

学中潜移默化地发挥出教育示范作用，达到对学生科学

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交叉渗透。 

三是教学方法，实施因材施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应该积极钻研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法，深入掌握、领

会传统“仁”文化的深刻内涵，实施因材施教。前者要

充分运用各种教育手段及技术，采取大学生容易接受的

方法，注重参与体验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传统“仁”

文化内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

效率及质量。对于活动在大学生一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群体，学校除了要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培训外，也要进

行相关的教学技能培训，建设一支专业技能高、素质强

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6] 

6.结束语 

传统“仁”文化在大学传统文化传授、培养大学生

德育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

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定要重视并利用好传统

“仁”文化，以增强自身道德修养，丰富德育内容，充

实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改革课程设置，合理利用思想政

治教育课堂及第二课堂，精心设计课程内容、教育方式，

鼓励大学生积极主动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

教育进行课程改革，在专业课堂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

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以便适应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需

要，真正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培养和提高大

学生的德育，造就大量优秀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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