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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的家国情怀
AnIntellectualsPassionfortheHom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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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家国情怀已然潜移默化于教书育

人和读书明理之中,无数读书人把此作为人生的

一种理想和追求。这也就是经常所说的书生报

国。读书人无论人生境遇如何,都秉承这种理想

追求,其所有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都深深植

根于家国天下之中。所以,家国情怀既是一种人

生使命,一种责任担当,也是一种精神支柱。今

天,我们有必要重申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弘扬读

书人的责任和担当意识。

家国情怀首先是爱国情怀

“家国情怀”一词看上去有些抽象,但却蕴

含着十分丰富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古往今

来,深明大义的读书人,通过一言一行生动和形

象地告诉我们何为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首先是一种爱国情怀,是读书人对

国家、民族挚爱之心的由衷诠释。爱国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责任。它

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精神

力量,早已扎根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而家

国情怀实际上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爱

国爱家,要报效国家,忠诚为国。这正所谓 “一
片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忠家。”

情感认同,深沉挚爱。读书人的爱国情怀首

先来自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这种认同和挚

爱不仅是要认可自己的国家、学习民族的历史、

传承文化的基因,还包含为了国家、民族而奋发

图强、努力工作的强烈责任感。家国情怀凝聚了

无数读书人真挚的情感,成为他们的理想和追

求,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 “爱国”二字,

使得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从司马迁的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到诸葛亮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鲁迅的 “我以我血荐

轩辕”到周恩来的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无

不是爱国情怀的具象表达。吴玉章老校长曾说,

“能够献身于自己祖国的事业,为实现理想而斗

争,这是最光荣不过的事情了”。艾青在其诗作

《我爱这片土地》中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皆是出于情

感的认同和挚爱,也正是因为这份认同和挚爱,

读书人才会为国家、民族的发展而生生不息地奋

斗努力。

忧国忧民,天下己任。正如儒学一贯倡导

的,个人要有社会良知、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

深明大义的读书人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常怀有

高度的责任感。具体来说,读书人在注重个人修

身养性的同时,还有积极入世、心系百姓的情

怀,有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境界。 《周

易·系辞下》就说: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礼,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

也。”忧国忧民的意识不同于普通人为生计而引

发的烦恼,而是因对国家、民族命运关切而产生

的忧虑,是一种更深层的担忧。屈原在国运衰微

时曾 “哀民生之多艰”、 “恐皇舆之败绩”,就是

这种忧患意识的体现。他在行吟泽畔时,虽然想

到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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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但却能慨叹出 “虽九死其尤未悔”、 “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句,不因个人

的得失影响对国家的关注。屈原的忧患意识是一

种积极的忧虑,包含着为追求国家富强、坚持高

洁品行而不怕千难万险的忠贞情怀。

报效国家、奉献民族。读书人读书治学的根

本目的并不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而是为了学以

致用、精忠报国。儒学倡导 “达则兼济天下”,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居庙堂之高时,须为国担

当,为民请命,不考虑个人之利弊祸福;处江湖

之远时,也应 “位卑未敢忘忧国”,时刻不忘社

稷民生。历史上,魏征、海瑞、林则徐等许多读

书人正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从爱国角度出发的

家国情怀,时刻激励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国

家、民族利益献身。祖逖投笔从戎、中流击楫,

发誓说: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

江。”在纪念抗战英烈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

这种家国情怀。这种感情,使读书人无法忍受国

家遭受侵害、人民陷入水火,“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日军侵华时,北京大中学生

数千人发起 “一二·九”运动,蒋南翔高呼:

“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一干人

等投笔从戎,献身革命;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写道,“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

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

承”,唱出了一曲激昂的报效国家民族之歌。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讲 “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读书

人敢于挺身而出。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能够牺

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乃是读书人家国情怀的具

体体现。这就是宋代诗人文天祥在 《过零丁洋》

一诗中的直抒胸臆: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

心照汗青。”明代的于谦在 《石灰吟》一诗中吟

道:“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

石灰作比喻,直抒情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

人,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

高洁情操的决心。孙中山先生的名言 “我辈既以

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

尚存,此心不死”,表现出愿为大义牺牲个人利

益的爱国情怀。谭嗣同在 “百日维新”失败后,

虽有机会逃走,但却选择牺牲。行刑前,他写

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真

是惊天动地、气壮山河。这也正是读书人为国家

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真实写照。

家国情怀是齐家治国的情怀

既为家国情怀,当然要把 “家”和 “国”这

两个维度密切结合起来。用儒学的话来说,就是

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换言之,家国情怀是齐

家治国的情怀。《论语·宪问》中 “修己以安百

姓,尧舜其犹病诸”的语句,就是对这种精神的

经典概括。《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

家者,先修其身。”这段论述深刻表述了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

按照这种观念和精神,个人只有完善自身修

养,才能把家庭治理有序,而家庭秩序井然是国

家安定的基础。 “修齐治平”,只有提高自身修

为,才能治理好国家,安抚天下百姓苍生。可

见,个人修养与社会良知、社会担当和社会责任

紧密联结在一起,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家国情怀通过家与国的结合,提倡个人道德

自律与国家治理的结合,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结合,这为读书人树立了明确的理想追求,从而

使自我道德约束与个人奉献社会的理想追求有机

融合在一起。

家国情怀体现了对家庭的责任感。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是一个人生命的来源与成长的依靠,

是一个人精神的归宿与情感的寄托,也是一个人

进步的基础与力量的源泉。习近平同志曾讲到,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

校。”家庭也是个人事业发展的起点和基石,人

们在社会上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最终还是要与

家庭成员共同分享和分担。只有把家庭建设好,

使人拥有和睦的家庭、浓厚的亲情并恪守孝道,

才能为国家安定提供坚实的基础。而要把家庭建

设好,家庭责任感不可或缺。很难想象,一个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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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庭责任感、连家人都不重视与爱护的人,会

在国家危难之际,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挺身而

出。《墨子·兼爱》早就阐释了这种道理:“视人

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

视其身。”据此,只有爱家的人才能爱国,一个

连家都不爱的人,岂能爱他的国家? 当然,家国

情怀绝不是将眼光仅仅放在 “家”里,它还要求

读书人胸怀天下,济世安民,但做到这一点,家

庭责任感是起点。

家国情怀要求实现家国同构。孟子曰: “天

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

子·离娄上》)儒学提倡家国同构,即强调家庭和

国家在内部构造机理上具有同质性,强调家庭在

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家庭承担了国家最基本的

社会组织功能。家庭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家

庭秩序是国家秩序的前提和保障。家庭有序,国

家才能稳固,家庭和睦,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治

家是治国的起点,如果家庭结构不完善,社会、

国家的有序治理也很难实现。我们所熟知的 “一

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室不治,何家国天下

之为”的话语,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含义。将家庭

治理好,推而广之,就为治理好国家奠定了基

础。具有家庭责任感,才能产生对天下苍生的责

任感,才能以民心为心。只有具备这样的齐家治

国情怀,才能把国家认同、社会共识、家庭自律

和民众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在国家、社会、家庭

和个人之间形成良好互动。

需要注意的是,家国同构是一种治理模式,

形象地讲,就是保持国家治理与家庭自律的同质

化,使个人的家庭伦理和爱国情怀高度一致。而

齐家治国情怀是一种理念和精神,是一种社会价

值观念。虽然齐家治国情怀与家国同构并不在同

一层面,但要真正形成家国同构的治理结构,就

离不开齐家治国情怀的支撑。

家国情怀注重爱家与爱国的一体性。古人

讲,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只有在家尽孝,才有可

能为国尽忠。儒家所要求的国家秩序,实质上是

家庭秩序的扩大反映,爱家和爱国由此有了高度

的一致性。虽然这种认识产生于中国古代宗法社

会,但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东汉经学家马融在

《忠经》中认为: “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

国,其行一也。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其

含义是指,忠的精神和行动是在个人身上形成

的,它表现于家庭伦理中的孝慈,而完成于献身

国家事业。曾国藩的 《家书》提倡尊重长辈、关

心平辈、爱护晚辈,又在此基础上将其上升到对

国家的尽忠,至今仍有感染力。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家”和 “国”难以割舍分离。如

果把 “家”比作小河,把 “国”比作大河,小河

枯竭了,大河也会成为无源之水。就此而言,齐

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石。齐家是为了治国,治

国首先就要齐家。从大的方面讲,对家庭的责任

也是对国家的责任,而对国家尽责也是为了家庭

的和美幸福。正因为 “国是最大的家”,所以正

确认识和处理好家庭关系,倡导恪守孝道、教育

好子女、树 立 好 家 风,也 是 家 国 情 怀 的 重 要

内容。

家国情怀强调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

益。“国”是 “家”的延伸,“家”和 “国”在多

数情况下是利益同向的。不过, “国”既不是卢

梭所指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式集合,也不是家庭之

间的契约式集合,也不能等同于各个小家。“家”

和 “国”的利益有时也会发生冲突。深明大义的

读书人往往会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最高的位

置,家庭、个人利益要为之让步。林则徐 说: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千百年

来,深明大义的读书人,也是以国家民族大义为

重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故而,齐家治

国情怀还表现为在把个人、家庭利益和国家、民

族利益结合的同时,又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

最高地位;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家庭、个人的

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取国家、民族的利益而

舍家庭、个人的利益。

家国情怀是人文情怀

家国情怀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人

文情怀的彰显。家国情怀始终表现了对人的关

—7—



 本刊特稿  财经法学 2016年第2期 

爱,并上升到对群体利益、对国家民族,乃至

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切。重视和睦相处的家庭

关系、孝老爱幼的亲情关系,注重家庭和国家、

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这 本 身 也 体 现 了 人 文

情怀。

家国情怀彰显了民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家国情怀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深厚的民本思

想。民本,就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民心

为心,以人民意愿为归属。《尚书》中说:“民之

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把人民的意愿上升到了

和天相通的地位。儒学核心的理念就是民本思

想,“邦以民为本”,如 《大学》里记载:“民之

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

母。” 《后汉书·皇甫规传》注引 《孔子家语》:

“孔子曰: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可知也。’”在孔子

看来,君王要施行仁政,就应当好好治理国家,

促进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仁政的核心是以民为

本,立足在民,顾及天下苍生。孟子主张民贵君

轻,如果君王违背民意,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天

意。儒学主张 “仁者爱人”,就是要有关爱天下

苍生,悲天悯人的情怀。

家国情怀体现了对民族利益的关切。千百年

来,具有家国情怀的读书人并不满足于生活的富

足,不满足于把自己埋头于柴米油盐之中,而是

深深关切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从屈原的 “长太息

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到范仲淹的 “居庙堂

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表达

了深深的忧民之心。这正是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

的情怀的体现。也正是在此感召下,一代代富有

家国情怀的读书人总是在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

和前途,时刻准备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做出自

己的努力。从历史上看,报效社会、国家、民族

的读书人不计其数。在国家危难之际,更有无数

的读书人不计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

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身上所

体现的正是家国情怀,正是人文情怀,这也是中

华民族能够世代延续、历久弥新的基础,也是中

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源泉。

家国情怀体现为一种崇高的人生追求和高尚

的境界。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的 “修身治平”的理

想。 “修齐治平”首先是从修身做起。其中很重

要的一个方面,是汲取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

神的营养,由此来提升个人的修养。在传统文化

中,君子之道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对读书人

的影响最深。君子之道是为学之道,也是为人之

道,是关于做事为学的行为规范。要践行君子之

道,就要修身。儒家强调修身,要求个人不断提

高自己的内在修为,同时,强调 “仁礼合一”,

强调从个人的人格修养不断向外扩展,并最终落

脚在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之中,从

而形成了儒家开放包容、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

也就是说,以提高个人修养为起点,推己及人,

并最终将个人的人格修养与家国情怀结合在一

起。提升自身修养,人文化成,以垂翼南天之

志,最终达到 “安民、治天下”的目的。

人文情怀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认同。人文情怀

首先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认同。 《周易》将此描述

为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周易》

中所说的 “人文”其实包含了人道、文化。人文

情怀不仅强调人道关怀,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文化

上的认同。文化认同使家国情怀在读书人中具有

普遍性,并将其潜移默化为读书人的主体性价

值。“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这就是说,读

书人正是因为对文化的认同,才产生了这种对国

家民族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形成了浓厚的家

国情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深刻地影响着读书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正

是基于这种认同,才产生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念和以人文关怀为底色的家国情怀。

我们说家国情怀体现了人文情怀,这与西方

的人文精神存在一定区别。西方的人文精神强调

对人的个性和价值的关注、对个人人格尊严的尊

重,这也是西方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而我国传

统文化中的人文情怀除了关注个体命运以外,还

关注个体命运与社会、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强

调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这就将人文情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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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了家国情怀的高度。如钱穆先生指出的:

“所谓人文,则须兼知有家庭社会国家与天下。”

所以,人文情怀强调个人具有关照集体和国家的

意识,这与纯粹推崇个人主义的西方人文精神还

是有区别的。

家国情怀是担当情怀

家国情怀还是一种担当情怀。北宋儒学家张

载有著名的 “横渠四句”,即 “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它

深刻表达了读书人应有的担当和责任,也是读书

人担当情怀的具体反映。千百年来,读书人按照

“爱国如饥渴”的标准来担当,表现出读书人积

极入世、实现社会价值的取向。范仲淹 “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诸葛亮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表

达了这种强烈的担当情怀。 “最后的大儒”梁漱

溟先生曾问:“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有人说这句

话的意思是,梁先生如果不出山,天下百姓该怎

么办? 其实,梁先生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在面

临危难的世事,为了天下苍生的命运,读书人该

挺身而出,承担应有的责任。当时,梁先生在自

长沙回北京途中,见军阀交战、民不聊生,遂写

就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长文,以抒发内心之苦

闷,希冀拯救民众于水火,并说 “此心如饮苦

药”,遂 “投袂而起,誓为天下生灵拔济此厄”。

每每读到这两句话,我们都能真切体会到读书人

责无旁贷的担当情怀。

今天,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读过大学的人

已经越来越普遍,大学入学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以

上。可以说,现今读书人的范围和数量高度扩

张,已经不再像以往是一个人数较少的阶层。在

这种情况下,说人人都是读书人,一点儿都不过

分。今天提倡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显然具有更普

遍的意义。特别是当今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发

展,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

传统的家庭责任感、社会责任感受到很大的冲

击。一些读书人过度关注自身利益,缺乏必要的

担当。因此,今天倡导弘扬家国情怀,就是提倡

读书人对家庭、社会和国家应有高度的担当意识

和责任,把在国家和社会中获取的有益知识和经

验反馈到国家和社会中去。

家庭和谐的担当。《诗经》有语云:“死生契

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以说,

孝顺长辈、关心孩童,不单单是每个家庭成员需

要尽到的责任和义务,还是需要我们承受的担

当。持家要以担当,要让每个家庭成员心有情

怀,做一个有信念的人。有信念的人是从来不会

离弃家庭,甩脱家庭的。因为在家懂得担当的人

一定会善待他人,会处理好各种关系。正因为家

庭如此重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

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故而,读书人对

家庭的承担,除了按照法律的规定履行抚养子

女、赡养老人等义务,还要培养有完善人格的子

女,培育和睦的家庭氛围,让每一个人都能享有

一个幸福的童年和安康的晚年。唯家庭和睦,才

能促进事业兴隆,更好地顾及、惠及他人,为社

会、国家、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

社会进步的担当。马克思曾对人的社会本质

做过一种喻证,即 “人天生是社会动物”。意思

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与

社会进行交往。问题在于,我们在社会的大舞台

上应当扮演何种角色? 有一些人仅仅将家国情怀

视为一种宏大的理念,并不关注其践行方式。但

我们也常常注意到,一些读书人长期浸淫其中,

不知从小事做起,不愿了解现实,最终沦为纸上

谈兵之辈。的确,在现实中,有些读书人空有报

国之志,但无报国之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

这才有了 “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看法。读书人要

实现自己的社会担当,需要效仿先贤, “知行合

一”,俯下身去了解现实,把自己所学、所知与

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为社会进步做出力所能及的

贡献。读书人都受过专门的教育和训练,掌握着

特定的知识和技术,属于有文化、懂道理的社会

群体。既然如此,读书人不仅应把其知识和技术

传承世人,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从而能协力推

进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承,同时还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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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要努力成为知识创造

者、科技创新者、精神创新者,以推动社会的创

新与发展。

国家民族的担当。马融在 《忠经·报国》中

说:“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

曰立功,四曰兴利。”今天能报效国家、民族的

途径已不局限于此,可为的选择相当宽泛。不

过,社会中有一种流行观念认为,只有做大官、

赚大钱,才能做大事,才能真正报效国家、报效

民族。这种观念并不恰当,毕竟 “万丈高楼平地

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无论工作岗位显

赫还是平凡,只要这些工作对国家、社会和民族

有益,就是在为国兴利。因此,我们一定要打破

通过读书来做大官、赚大钱的观念,提倡只要为

国家、民族的事业尽职尽责,就是一种责任和担

当,就体现了自身的家国情怀。只有当个体的生

命能够融入民族的生命洪流中时,才能更加彰显

个体生命的价值。

人类发展的担当。家国情怀也是要不断与时

俱进的,它应该有更宽阔、更包容、更博大的意

蕴。我们绝不能将家国情怀等同于狭隘的民族主

义,由此来一味排斥外来文明和文化。实际上,

近代中国就是一味闭关锁国、盲目自大,以至于

落后挨打。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经和世

界融为一体,“同一个地球,同一片天地”。中国

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其他国家携手共同

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如气候、贫

困、疾病和教育等当今国际社会的棘手问题。因

此,我们提倡家国情怀,也应当考虑这一时代背

景。在这个层面,读书人的担当情怀就有了升

华,它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和发展前途,既要为

中国谋,也要为世界谋,为天下谋。这个意义上

的家国情怀,就不止是对家庭、国家的担当,还

表现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切。只有做到这一

点,才能真正实现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言以蔽之,

家国情怀要求读书人时刻关切人类未来的命运,

要维护、关怀人的尊严和价值。

结语

毛泽东在给陕北公学题词时说, “中国不会

亡,因为有陕公”。这实际是鼓励青年学子要有

家国情怀。其实,这何止是青年学子应有的情

怀,它是每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读书人都应有

的情怀。事实上,广大读书人也都在持续不断地

践行这样的情怀。

家国情怀是爱国情怀,是齐家治国情怀,是

人文情怀,是担当情怀。有了家国情怀,读书人

的心中就如有一盏明灯,会逆势不怨、顺势不

骄、劣势不馁,会 “得之我幸愈加珍惜,失之不

怨愈加努力”;有了家国情怀,读书人会积极入

世,“先天下之忧而忧”,会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会舍生取义、杀身

成仁;有了家国情怀,读书人会心系天下苍生,

为天下苍生负责,会心念大我,并为大我而舍弃

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等小我;有了家国情怀,读

书人会关爱家庭,普罗大众,将社会弱者视为扶

助的对象;有了家国情怀,读书人会常怀感激之

心、执着之心、宽容之心、责任之心,会更好地

服务于家、奉献于国;有了家国情怀,读书人会

把 “家”和 “国”作为最真挚的情感寄托,把

“家和万事兴”、“国治天下平”作为最质朴的追

求。我想,只要每个读书人、每个社会大众都牢

筑家国情怀并身体力行,家庭必将更加和美幸

福,社会必将更加昌盛和谐,国家必将更加繁荣

富强!

(责任编辑:刘君博 赵建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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