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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千百年来，
中华文明中始终浸润着浓郁的家国情怀。新
时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张弘扬家国
情怀，在重视家风、家训、家教和家庭建设的
基础上聚力国家现代化建设。就家国情怀的
内涵、价值、意义、涵养等问题，湖南日报记
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中央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伦理学》首
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王泽应。

家国情怀表达中国人“家”
“国”不可分割的情感共同体和
命运共同体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
家，有国就有家，这些耳熟能详的话透露出
朴素的家国思想，流淌着家国情怀。请问家
国情怀究竟有什么内涵？

王泽应：家国情怀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对自己家庭和国家祸福一体、 荣辱与共、休
戚相关的情感体验以及价值认识的产物，表
达着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将“家”与“国”连在
一起不可分割的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意识，也是根源于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家国
圆融基础上的一种既朴素又深刻的伦理情
感和民族精神。

家国情怀的内涵首先是自觉地将家庭
与国家有机地联系起来，既重视家庭建设又
重视国家建设， 并力求实现二者的圆融统
一。中华伦理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家与国的
联动互通，认为“国之本在家”，“家齐而后国
治”，家是组成国的基本单元和细胞，国是千
万家的伦理组合和共同利益体现，总是把爱
家与爱国、齐家与治国、敦睦家风与铸造国
魂相提并论，鼓励人们在家尽孝、为国尽忠。

其次，家国情怀有着“家是最小国，国是
最大家”的价值设定，主张在小家与大家发
生矛盾或不能两全的时候舍小家为大家，并
将为国尽忠视为最大最高意义上的孝。

由此可见，家国情怀既是一种家国两利
主义的规范伦理之集中体现， 又是国高于
家、先国后家的美德伦理之价值呈现，表明
了中国人既重二者结合又尚国家民族大义
的精神价值取向。家国情怀一方面提升了中
华家族伦理的精神层次，在肯定家庭内部幸
福和谐的基础上力主建构亲仁善邻、守望相
助的外部关系，借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家庭美德外推建构一个
“民胞物与”的情理圆融性社会，另一方面也
夯实了中华爱国主义的主体精神基础，将其
落脚到爱故乡、 爱家乡和爱亲人的层面上，
并把“保家”与“卫国”、爱江山与爱社稷、爱
国家与爱人民视为爱国主义的有机构成，从
而为中华爱国主义浇筑了出乎本然、适乎自
然和理所当然的价值基座，使得中华爱国主
义的精神大厦根基深厚，故能在历史的风雨
冲刷下永远坚固如斯，巍然屹立，为中华民
族提供行稳致远、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
和精神旗帜。

� � � �专家简介：王泽应，湖南师范大
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研
究生导师，校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兼
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 湖南省伦
理学会执行会长。 主持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5项 （重点1项 ），省部级
重大项目4项， 发表学术论文280余
篇，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获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和省级教学成果奖5项，
省部级科研奖12项。 中央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伦理学》首
席专家，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王泽应 图/张杨

1

湖南日报记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家国情
怀相伴相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家国情怀是
怎样一种表述？

王泽应： 家国情怀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精
神特质和价值标识， 是每个中国人将自己的小家
与大家一体化建构的伦理精神及其价值证成，凸
显着“国以家为基”，“家以国为本”的家国命运共
同体意识，助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价值认同
和价值共识的形成及其强化。

家国情怀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
液之中， 既陶铸和培育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人
格，也体现为一种民族大义和集体人格，是中华
传统文化中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和价值基因 。
家国情怀在华夏文明“由氏族而国家”的发展路
径中得以萌生， 也是远古时代血缘氏族制邦国
的一种既自然又社会的共同体认同和价值确
证。其中有自然朴素的伦理认知，更有对“家”与
“国”利益共生、运命与共的理性认识。回溯中华
民族从远古到今日的进化发展历史， 家国情怀
可谓历久弥新，贯穿古今，并在不断的发展变迁
中“变而不失其常”，此即是将“家”与“国”连在一

起共建共享而不是将其撕裂或对立开来。 这也
正是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世界“连续性文明”之典
范的独特精神义理和价值机理之所在。

在中国古代，家国情怀是中华儿女从情感和
理智上将家族共同体融入民族共同体和国家共
同体之中， 将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视为人生两
种最重要的美德，并主张“舍小家为大家”的一种
崇高的伦理情怀，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良质素
和闪亮因子， 是华夏儿女最真挚的情感归宿和
最浓烈的精神底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
怀与其说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 不如说
是一种生命自觉、文化基因和终极关怀。它不仅
融进代代相承的中国人的血液里， 而且内化为
他们的精神价值基因和终极价值追求， 使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既潜蕴着眷顾家庭的孝悌， 又凸
显着报效国家的忠贞， 不绝如缕地传承着中华
民族的核心价值并新造着自己的意义世界。“王
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苟利国家生
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凸显出中国人至深且远
的家国情怀及其文化心理密码， 书写着中华爱
国主义的不朽篇章。

� � �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家国情怀与其说是一种情感诉求和心灵皈依，
不如说是一种生命自觉、文化基因和终极关怀

湖南日报记者： 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心忧天下，敢为人先”，
“赤诚为国，敢于担当”，“经世致用，求实创新”的
精神特质和博大情怀。可以说，湖湘文化中家国
情怀无疑是一条“主动脉”、“主旋律”。能请您做
个简单介绍吗？

王泽应：湖南自古被称为“屈贾之乡”，屈原
和贾谊的家国情怀奠定了湖湘文化的精神始
基，成为湖湘文化忧国忧民精神的源头。屈原和
贾谊真诚且自觉地将自己与其所属的国家民族
有机地联系起来， 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福祉
作不遗余力的奋斗求索。 他们内心深处充盈着
一种“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的深刻的忧患
意识， 其在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遭放逐的困
难情境下， 念兹在兹的仍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国
家民族，其忠于理想、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的忠
贞情愫天地可鉴。 屈贾家国情怀犹如一道精神
血脉，千百年来在湖湘大地代代相传，生成一种
以国为家、先国后家的伦理气质和敢于担当、奋
不顾身的伦理气质、禀赋和精神。

北宋时期 ，范仲淹作 《岳阳楼记 》，进一步
凸显并拱卫了湖湘文化的这一精神血脉 。《岳
阳楼记 》 继承并光大了屈原和贾谊的爱国忧

思，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价值观念和忧乐情怀成为湖湘文化一个
历史的坐标，将屈贾家国情怀推进到一个新的
阶段。

近代中国 ，命运坎坷 ，国家多难 。湖湘大地
涌现出了一大批 “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
倾” 的仁人志士。 左宗棠早年即慨然有天下之
志，“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 神交古
人”，在新疆寇深祸急之时 ，他置个人安危于度
外 ，以64岁高龄毅然抬棺西征 ，收复失地达160
万平方公里，挫败了英俄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
了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戊戌变法期间，谭嗣
同致力于救亡图存的爱国事业，留下了“我自横
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的千古绝唱 ，其凛
然正气融进民族伦理精神的深处， 筑起近代救
亡图存的精神长城。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湘籍中国共产党
人更是将家国情怀发展到历史的高峰。 可以说，
湖湘文化的主动脉、主旋律就是融家于国、以国
为家和先国后家的“家国情怀”。而且这种“家国
情怀”涵今茹古，并在“义有淑群，行必厉己”中代
代相传， 形成且不断深化着湖南人特有的精神
和价值禀赋。

湖湘文化的主动脉、主旋律就是 “家国情怀”

湖南日报记者：今年是王船山先生诞辰400
周年， 他的思想宝库中无疑充盈着爱国主义思
想。他的家国情怀，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泽应： 王船山先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旗
手，也是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名世的一代大儒。他
在天崩地解的明清更替之际， 孜孜寻找民族复
兴和中华文明复兴之道，提出了一系列“破块启
蒙，灿然皆有”的理论命题、观点和思想，成为明
清之际最早心系民族复兴和文明复兴的追梦和
逐梦人。船山自称“生于屈子之乡”，以“旌三闾之
志 ”， 亦即以发扬屈原的精神为自己的价值追
求。在《楚辞通释·序例》中，船山指出：“蔽屈子以
一言曰忠。”意思是说屈原精神的伟岸之处在于
凸显了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忠德精神。船山通
过阅读、注释屈原的楚辞作品，在重塑屈原的精
神人格的同时， 也在陶铸自己的家国情怀和民
族大义。他的“埋心不死留春色”以及“孤忠独抱”
是对屈子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船山的家国情怀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化救国
和对民族复兴梦想的孜孜追求中 。在 “败叶庐 ”
“观生居”和“湘西草堂”隐居期间，他将自己的主
要精力投入学术文化的总结和民族生命的新造
中，纵使“前心不践”，他还是要执着地去构筑民
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 体现了一种舍我其谁
和敢于担当的精神风骨。

船山的家国情怀在其所著的《黄书》和所提

出的“三义说”中得到了充足的表现。《黄书》可谓
船山家国情怀的宣言书， 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
的集中呈现。 他在该书中深情地揭示出中华民
族有足够的财力能够使其成员更好地生聚繁衍，
有足够的兵力来实现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 有汇
聚共识的伦理文化和民族精神为国民提供精神武
装和价值砥砺。更为重要的是“不以一人疑天下，
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天下主义及其核心价值观，能
够建构民族安身立命的共有的精神家园。 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及其中华核心价值观一定
能够促成中华民族的精诚团结， 形成坚如磐石的
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吸引力，激励中华儿女走上
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并新造民族文化的灿烂前
途。

船山的“三义说”更是其家国情怀的陈情表，
凸显出了“古今之通义”对“一人之正义”和“一时
之大义”的价值优先地位和道义的崇高性，从而
指出了追求道义必须从“一人之正义”走向“一时
之大义”并以“古今之通义”为最高最后的评判标
准，浸润其间的是“公者重，私者轻”的价值设定
和价值选择。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古
今之通义” 的价值确证和价值呈现，“古今之通
义” 表现和确证着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核
心要义， 是中华民族自古及今团结统一的最高
原则和价值目标，也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根本
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价值凝聚和道义体现。

王船山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旗手，亦是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名世的一代大儒

湖南日报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对王船山先
生是十分推崇的， 他也高度重视家国情怀的陶
冶。那么，他具体有一些怎样的表述？

王泽应：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
导弘扬家国情怀， 无论是阐释中国梦的精神内
涵抑或是论述新时期家庭家风建设， 还是主张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都强调弘扬家国情怀，并认为新时代的伦
理文明建设应当以弘扬家国情怀为契机和突破
口，进而自觉地以小家的幸福助推大家的幸福，
使大家的成就更好地提升小家的获得感， 进而
写就“千家万户好，国家就好”以及“国家好，才能
实现千家万户好”的双向连通和幸福圆融。

在今年春节团拜会上致辞时，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培育和弘扬家国情
怀， 将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即家庭建设和国家

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整体实现无数小家的全
面小康和国家的振兴发展。

学习总书记讲话，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每
一个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是紧密相连、 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
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 ，民族才能好的
道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
的， 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
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认识到，国家好 ，民族好 ，千家万户家
庭才能好的深刻道理。所以，我们要把实现家庭
梦融入民族梦之中，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心
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用我们4亿多家庭 、近
14亿人民的智慧和热情，汇聚起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推崇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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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国家是千万家的聚合和利益
所系， 国家的发展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今
天，我们应该如何弘扬家国情怀？

王泽应：今天，我们正处于历史大变革、社会
大转型 、全球化和信息化风起云涌 、科技革命正
日益改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时代 ，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
时期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初露但是也面临
系列挑战的重要时期 ， 在这样的世情和国情面
前 ， 弘扬家国情怀有着既深刻又重要的战略意
义和精神价值。

弘扬家国情怀，有助于在新时代矗起一盏道
德中国建设的明灯 ，照亮人们前行的方向 。不同
于西方家国二元对立 、 始终纠结于个人主义与
国家主义对峙的伦理范式 ， 中华伦理文明是以
家国一体 、家国同构为其基本架构的 ，崇尚既重
家庭建设更关心国家建设的圆融性伦理智慧 ，
自觉地把小家与大家联系起来 ， 形成一种利益
共生 、情感共鸣 、价值共识 、发展共赢和责任共
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 这种圆融性的伦理智慧
确证了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 、 中国人之为中
国人的内在价值和根本规定性 。 它既是中华文
明的伦理初心 ，亦能在历史的发展中砥砺前行 ，
使得中华伦理文明在保持初心和价值基质的基
础上更好地行稳致远 。 新时代道德中国建设只
有紧紧地抓住家国情怀这一伦理精神枢纽 ，才
能促使全体国民道德共识的凝聚和内化，筑起中
华民族道德精神追求的万里长城。

弘扬家国情怀， 有助于在新时代擎起一面价
值中国建设的旗帜， 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独特神韵和魅力。 家国情怀是植根于中国人血脉
之中的价值基因和深层次的伦理文化密码， 是中
华传统核心价值的精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
国家、社会、公民三个维度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
其价值内核实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新时代价值
中国建设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铸魂工
程，最好的载体和抓手即是家国情怀。培育全体国
民的家国情怀是核心价值观培育和核心素养发展
的基础， 是全体国民实现人生成长和人生幸福不
可缺失的底色、底气和养料。

弘扬家国情怀， 有助于在新时期绘就文明中
国的伦理图谱，提振文明中国的影响力、吸引力和
感召力。中华伦理文明的家国情怀，如黄钟大吕，
似金声玉振，是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明薪火相传、
绵延不绝的血缘脐带， 是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根基厚土。源远流长、静水流深的家国情
怀，以家庭幸福、国家强盛、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忠
孝传家为核心， 集中反映了中华伦理文明的精神
风骨和独特魅力。

� � � �弘扬家国情怀，矗起一盏新时代
道德中国建设的明灯，擎起一面价值
中国建设的旗帜

� � � � 湖南日报记者：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
景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如何把家国情怀
与天下大同思想有机结合， 相得益彰推动国家与
世界奔向光明的未来？

王泽应：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家国情怀既彰
显着坚定的道德主体性和价值自觉， 也充满着对
异国、 异域文明的尊重及友善对待的开放开明之
博大胸襟，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齐
家”、“治国”都是同“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托举
起中国人“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崇尚 “道并行
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价值观念，并形
成了“协和万邦”的伦理精神传统，主张在与异域
民族和其他国家相处中坚守和平共生、 尔我不侵
的伦理立场。 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 开辟丝绸之
路，还是玄奘西出佛国，或是郑和七下西洋，传达
的都是与异域民族和其他国家和平友善的声音，
表达的都是彼此尊重、互通有无的情意。协和万邦
的国际观， 持久而深刻地彰显了中国文化和中华
民族愿与世界各国和平友好相处的真诚善意以及
共享天下太平的价值理念。就此而论，中国人的家
国情怀是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建构和全
球伦理建构相辅相成的， 更好地弘扬家国情怀有
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家国情怀是国
际视野的精神依托和价值基础。 只有当一个人具
有家国情怀的时候才能真正培育出国际主义的价
值视野和伦理情怀。 离开家国情怀去谈国际视野
必然是缺乏根基而又很不现实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70年的历史
是一部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从“站
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走向“强起来”的辉煌历史，
不仅国家告别了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的悲惨命运，
而且千家万户的生活状况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
变迁。新中国历史的新篇是无数中华儿女在家国情
怀敦勉下通过促进国家建设而不断改善小家庭生
活即家国同频共振、共建共享的真实写照，确证着
“只有强的国，才有富的家”的不变真理，而其未来
的伟大复兴又进一步彰显弘扬家国情怀的必要性
与合理性。因为，只有更好地弘扬家国情怀，才能陶
铸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魂和民魂，才能
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理想，促
进世界的持久和平、普遍繁荣。

� � � �离开家国情怀去谈国际视野，
必然是缺乏根基而又很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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