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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仁虎

记者最近在内蒙古农村采访发现，一些子女的住房宽敞明
亮，甚至是小楼豪宅，而父母却蜗居在低矮破旧的老屋里。不仅
农村，城镇也存在着“儿住高楼母在矮屋”的现象，发人深思。

为人父母者皆有舐犊之情。父母为了儿女婚嫁、育子、生活
体面，给子女盖新房、买新房，宁愿自己住在旧宅老屋，也不愿
让儿女受委屈，不想给孩子“添麻烦”。有的不惜拿出养老钱，给
儿女提供支持，演绎了无数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的人间佳话。天下之爱莫如父母对儿女之爱，这既是人性之
光辉，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儿住高楼母在矮屋”的现象存在，一方面源自父母对子女
的呵护，另一方面也不乏子女对父母的过度索求。父母有把子
女培养成人的责任，但没有一辈子为子女付出的义务。对于步
入成年的子女而言，心安理得做啃老族，成长路上总是妄求拼
爹、拼妈，甚至只顾自己好活，不顾父母苦累，不仅有不孝之耻、

失德之嫌，且有悖公序良俗。百德孝为先。对父母索求无度的
人，岂能不对社会及他人有过分奢求？对父母不孝的人，岂会对
他人心存真诚友善？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孝顺
父母的优良传统。如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先从善
待父母、善待家人做起，只有无数个家庭幸福和睦，社会才能
文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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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住高楼母在矮屋”

发人深思

潘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华民族持续发展和中华文
明传承复兴，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大力强调并不断推进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成为新时期中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亮点。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道教是中国五大
宗教中唯一一个根植于中华大地的本土宗
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
道教始终秉持包容性的开放精神，以“道法自
然，万物和生”的客观态度尊重人类文明的多
样性，以“阴阳共生，相反相成”的辩证智慧吸
纳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以“上善若水，为而
不争”的从容姿态与其他宗教和谐共处，以
“齐同慈爱，利济一切”的深厚情怀推进人类
文明的互补互融。道教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品
格的光辉典范，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道教的最高信仰是“道”。这一独特的中
国式本体概念，为中国不同的思想流派所演
绎，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之一。如果说道
教的出世清修与儒家的入世进取是中国人精
神世界的两面，那么，一个“道”字又使得国与
家相通，上与下相合，进与退相成。

从其基本教义与发展历史来看，中华道教
的包容性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第一，中华道教始终尊重主流价值与世
俗政权。这是衡量宗教是否具有包容性的根
本标准。中华道教始终坚持“道贵中和”的基
本精神，既能出世清修，又能走入世俗；既保
持相对独立的教团组织，又接受政治管理。北
魏时期的道教改革强调“礼度为首”的主流价
值与“抚国佐命”的宗教职责，是道教与政治
关系的重大调整，是道教从原始形态走向成
熟形态的关键一步。道教由此融入中华文明
政主教从、多元通和的政教传统。

第二，中华道教不断与儒佛两家文化互

鉴共融。在中华文明内部，儒释道三家构成
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从道教与儒家的
关系来看，道教始终积极吸纳儒家的人伦
道德。汉代《太平经》提出了“天地君父师”，
东晋葛洪主张“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仁信
为本”，唐代《太上老君说报父母恩重经》提
倡孝顺父母，宋朝《太上感应篇》更是道教
信仰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重要经典。同时，
儒家也吸纳了道教的有益成果，北宋周敦
颐把道教的《无极图说》改造成《太极图
说》，由此开创了宋明理学。从道教与佛教
的关系来看，早期佛教则借助于老庄玄学
才能在中国广为传播，开创佛教本无宗的
道安和尚就曾以《老子》语解《般若经》；隋
唐之际的道教汲取佛教三论宗的“八不中
道”思想而形成了道教“重玄学派”。儒释道
的会通互鉴最终形成了全真教创始人王重
阳祖师所说的“三教合一”的共融局面，汇
集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脉。

第三，中华道教提供了宗教和谐共处
的理论依据。道教不仅能包容中华文明内
部的各种宗教，也能包容中华文明之外的
各种宗教。道教强调“上善若水，虚怀若
谷”，以谦逊有礼的态度对待其他宗教；道
教强调“为而不争，不争无尤”，以知足知止
的方式化解宗教仇恨；道教强调“负阴抱
阳、冲气为和”，以和合中道的精神与各大
宗教交流。在当今世界，道教主张“齐物平
等”，强调“不齐而齐”的实质平等。这些宝
贵的精神和实践为促进宗教和谐提供了丰
富的灵感和依据。

第四，中华道教具有与马克思主义会
通的积极元素。比如，道教思想素有辩证法
传统，老子主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
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类
同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而老子的“反者道之动”与“祸福相依论”也
相合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论。

再如，道教主张“人无贵贱、有道则尊”，与

社会主义追求公平正义相符。又如，道教的
“齐同慈爱、欣乐太平”的理想社会境界与
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相似。还有，道教的“清
静无为，抱朴守真”的理念与社会主义崇尚
艰苦奋斗的要求契合。道教思想与社会主
义的结合点还有很多，今天的道教应当充
分挖掘教义体系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的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思想力量。

第五，中华道教有助于建构人类共同
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制高点提出了“人类共同价值”，这就需
要中西文明的互竞互鉴相融以成。我们以
往总说“西学东渐”，而不提“东学西渐”，往
往忽视了中华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发展的积
极作用。在吸纳道教思想方面，西方从未中
断，尤以近代为甚。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晚
年为了破解西方文明危机而重新阅读《道
德经》。西方心理学大师荣格为了拯救西方
人的心灵而专门研究道教内丹学。今天，要
推动中西文明互补互融、建构人类共同价
值，中华道教更是大有可为。比如，道教主
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中外绿色对话
提供了新的思想平台。我们期待中华道教
立足中国、走向世界，积极对话、广结道缘。

《道德经》说：“知常容，容乃公，公乃
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只
有去理解并顺应天地之常规、万物之常态、
自然之规律，人类文明才具有永续发展的
可能。这是天地之大道，也是古今之大德。

当今世界，全球化格局正在呈现出新的内
涵形态，人类文明图景正在革新与重构，中
国之“道”就是要立足“四个自信”，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世界之“道”就是
要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建立一个
更加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新体
系。中华文明必将为此做出卓越贡献。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
第一副院长)

坚守中华文明之“道”，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刘长乐

2000 多年前的一天，流浪教育家孔子和
周朝的图书管理员老子相见于黄河之滨，见
河水滔滔，孔子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老子
道：“人生天地之间，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
之交替，有何悲乎？汝何不学水之大德？众人
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
洁，水独处秽。这才是上上之策。”

几乎与此同时，在古印度恒河边的一棵
菩提树下，坐着一位苦思苦想的年轻人，在
他悟透了人间的真理后，更名为释迦牟尼，
意思是“觉悟者”。他针对等级森严的种姓制
度说，每个人都有觉悟的机缘，不分阶级，不
分种族。

放眼向西，不远处的耶路撒冷，一个名叫
耶稣的人被钉上了十字架。他告诉人们，你们
要彼此相爱，每个人都极其宝贵，如果心中有
仁爱这种信仰，人就能展现出美与善的品格。

他创立的宗教成为世界上信仰人数最多的宗
教之一。

再向西，在古希腊的雅典城内，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师生建立了西方关于
自然和宇宙学说的基本框架，他们肯定了人类
社会的法律精神，认为人是一律平等的。

人类历史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国
家的智者几乎在同一时间节点上“集体开悟”

的现象，被称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这种
“终极关怀”的觉醒，产生了东西方文明不同
的文化形态。

遗憾的是，在 2000 多年之后的当代，原
来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东西方文化产生严
重的冲突、分歧和对立。面对这些严重的危
机，中国道教有容乃大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
一种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要有纳天入怀的大视野

现代科技为了克服人类视野中存在的
盲区，发明了一种名为增强现实系统的新技

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但是，
当新技术扩展了人类的感觉视野之时，我
发现很多人心灵的视野却被闭塞了。这些
年，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主义在当权者和
学者中泛滥，唯我独尊，动不动就是刀兵
相见，导弹说话，结果冤冤相报，事与愿
违，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和无休无止
的地区冲突。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因为有
孔子、老子等传统哲人的思想做底蕴，舍弃
了一度很时髦的斗争哲学，赢得了 40 年的
和平发展时间，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双
双强盛的大国，这不能不说是视野高人一
招的结果，也是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
结果。

老子认为，一个国家是不能靠着武力逞
强于天下的，不懂得谦让，用兵过度，必有报
应，大战之后，必有荒年。兵器和战争是不祥
之物，君子只有在迫不得已才会使用。

因此，我们在面对文化冲突、利益纷争
时，一定要把视野扩大到人类文明的整个
发展史，懂得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先进与
落后的过程在变化之中。正如老子所点拨
我们的：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占到
了先机；不要利益的人得到的是最终的利
益。怀大局，放眼量，虚胸怀，养韬略，少树
敌，多交友，这才是智者的生存发展之道。

做有共生之心的觉悟者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人类对共生现象
的认识，最早来自生物界，它指生物之间一
种相依为命的互利关系，共生双方通过这
种关系而获得生命，失去了其中任何一方，
另一方都不能生存。

人与自然、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
与国家之间始终充满着吸纳与排斥、融合
与斗争、渗透与抵御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
构成了生命力的要素。

日本学者山口定强调了达成“共生”的
五个要素：第一，在竞争社会中，必须是对

生存方式本身的自我变革怀有决心。因为
在竞争关系中，站在优势一方者虽然也说
“共生”，但若没有相当的自我牺牲的觉悟
的话，不会得到弱者的信赖。第二，在承认
种种异质者的“共存”的基础上，旨在树立
新的结合关系。第三，它不仅是相互依靠，
还必须是以与“独立”保持紧张关系为内容
的。第四，依据“平等”与“公正”的原则而抑
制自我。第五，必须有“透明公开决策过程
的制度保障”。

由此可知，宽容不仅是一种气度和胸
襟、还是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必要条件，你
的价值正体现在对弱势一方的包容和引导
之中。

懂别人，是一种欣喜，被人懂，是一种
幸福。

“大者宜为下”

强而不逞强，大而不称霸，是当下中国
令人尊敬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共鉴，文明的互相尊重，来自于
文明的实力与活力。西方强大的话语权背
后，是他们的经济、文化实力在撑腰。同理，
我们如果强调宽容与共生，我们必须要有
硬实力。

实力能使人大度，实力能使我们快速
接近目标，实力能产生平衡。

当今中国，工业规模世界第一，贸易总
量世界第一，出境游客世界第一，旅游消费
世界第一，科技综合评价指数世界第二，对
外投资世界第三，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达
30% ；几乎在一切工业门类和科技领域都
可以与西方国家展开竞争。有了这样的硬
实力之后，我们在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时，

强调的仍然是“大者宜为下”。大者多担当，

大者多付出，大者多包容，如此，小者才能
心悦诚服，安分稳定，平衡与对话才会随之
产生，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国际新秩序的
建设者和引领者。
(作者系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纳天入怀、有容乃大”对化解文化冲突的启示

人类天然是

一个命运共同体
许嘉璐

如果大略观察一下至今还留存于世
间的各个著名宗教，就会发现，如果抛开
不同信仰现实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追寻
其源头，这些宗教实际上都把自己之所
从来归之于玄妙的“天”。犹太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 、婆罗门教等，概莫能外 ；即使
像日本的“神道”这种并非宗教的信仰，也
尊太阳为始祖，同样离不开“天”。

如果这一叙述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
就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可供讨论的意见：
人类本来就是上天和由天而形成的大地
之子，因而全体人类天然地是一个命运共
同体。正如《淮南子·俶贞训》所说的，“(天
地之间)皆本于一根而条循千万也。”

就在这危机四伏的地球上，唯有中
华民族始终秉持着人类古老的教训，因
而法天 ，法地 ，法道 ，法自然。由这一信
仰，自然就导引出“明于死生之分，达于
利害之变，虽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
无所概于志也”(《淮南子·俶贞训》)的民
族道德，这些都已经深深植根于亿万人
民心里和日常生活中。幸而有 14 亿人口
的坚守，才增添了各国智者对人类的未
来的信心。换言之，本着中国人的道德，
中华民族自知应该为同为天地之子而又
属于别枝他条的世界其他成员承担起一
定的责任。

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责任，当然也是
道教的责任。“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
知道 ，让世界了解“无名 ，天地之始；有
名，万物之母”的宇宙观和“生而不有，为
而不恃，长而不宰”的道德观，将是极其
困难的；也知道，现在仍然是“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的天下，让人们懂得道 、器之
分，重道而不轻器，也是极为不易的，因
为感官的愉悦人人爱，而惚兮恍兮的道
德思悟则缺乏吸引力；我们当然更知道，
现在让包括道家思想在内的中华文化走
出国门，绝不等同于当年伴随着殖民战
争而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的运动，我们只
是知难而进，向从不了解东方瑰宝的人
们介绍中国人的智慧，供其探索自己和
未来的参照而已。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

▲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分论坛现场

遵循大道之理

契合当今时代
张凤林

对于本就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古
老的道教而言，适应时代应该是道教坚持
中国化方向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发展 、时代的要
求，充分挖掘道教教义思想中益于促进人
们身心健康、淳化社会风气的内容，使之
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比如
提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持守质朴无
华的本真，与道合一而达到自身人格的完
善；提倡像大海一样广纳百川、不拒细流、
处下而不争的包容与谦让精神；树立以清
心寡欲面对世俗的名利、声色、财货诱惑
的行为准则；达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
安民丰、欣乐太平的社会理想境界。

道教历来主张修道者先修德，以德
为尚。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道教文化中
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崇德向善”

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层面的
要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在道
教的经典教义中，首先要求修道者要爱
国，“上坛齐举步虚声，祝国迎祥竭寸诚”。

诚信以立身、居敬以持其志、友善地对待
他人，也都是道教历来所强调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层面
的倡导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道教
崇尚如鲲鹏翱翔于天地般的自由精神，和
万物与我为一的众生平等理念。《太平经》
中对社会公正问题多有阐述。而历代祖师
高道对道教教团的建设和规范，又无不体
现了“遵规守纪”的法治精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层面
的规划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可以
说是社会主义的顶层设计，而道教一贯将
和谐视为天下大同的最高境界，主张“圣
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希望老百姓能
过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
美好生活。

《道德经》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让我们遵循大道之理，以契合当今时代的
方式，弘扬道教优秀文化，强本固基，济世
利人。

(作者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5 月 10 日至 12 日，第四届国际道教论
坛在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举行，共有来自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余名嘉宾参会。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为论坛发来贺信。

本届论坛旨在挖掘道教文化的深刻思
想内涵、阐释教理教义精髓，彰显道教文
化的现代意义，努力焕发中国道教文化生
命力，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功能和文化支撑。

与会代表围绕“道通天地 德贯古今”主
题，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出现的各类问题，
努力从道教思想和智慧中寻求解决之道，
努力阐释道教义理中与社会主义社会契合
融通的内容，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道教界自身的智慧和力量。

以下文章摘编自论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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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基层采访中发现：从经
营农家乐的村民，到管理数百人的
企业负责人，再到基层政府公务员，
不少人在有意无意间都聊到一部电
视剧———《鸡毛飞上天》。他们当中
不少人是英美韩剧的“粉丝”，却坦
言曾认真追过这部国产剧。这部反
映义乌商人创业史的现实题材作品
受到追捧，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透露
了人们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向往。

从历史维度不难找到这部剧广
受关注的原因：从计划经济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从鸡毛换糖到货通
全球，义乌商人筚路蓝缕的创业史，
正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共同
经历的缩影。经营农家乐的村民说，

在《鸡毛飞上天》里看到了希望，因
为大企业也曾经是农家作坊；有企
业负责人觉得，看这部剧就是在重
温自己的创业历程；有政府公务员
则感慨，这部剧很写实，现在江浙一
带的民营经济正是从当初的“村村
点火，处处冒烟”走过来的。

从现实来看，这部剧虽有各种
不足，但剧情满足了青年创业者的
精神需求。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众
创空间 4200 多家，服务企业 12 万
家，这些企业多是青年创业项目。记
者采访的不少创业青年，就正在追
这部剧。1 . 1 万余名豆瓣网友中，
79% 的人愿意向小伙伴推荐该剧，
他们推荐语的关键词是：“创业”“励
志”“正能量”……这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
下，创业青年通过影视作品吸取创
业经验的热切需求。

与青年创业者追剧取经的热情
形成对比的是，不少成长成熟期的
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金融机构和
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甚至“脱中向
洋”，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和产业
风险。而与此同时，消费升级下的国
民却因为买不到高质量产品而大规
模“海淘”。2016 年我国跨境电商交
易规模达到 6 . 3 万亿元，相当于外
贸大省广东全年的进出口总额。企
业经营者向来以敏感捕捉和满足社
会消费需求为核心竞争力，放任庞大的消费需求外流，究竟是不
能还是不为？又该如何解决？

企业家精神或许是一剂解药。今年 3 月的全国两会上，“企
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一起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4 月，中央
深改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
企业家精神的意见》。这表明，党和政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企
业家的重要作用。如果说“工匠精神”强调的是精工细作，旨在
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那么“企业家精神”则是注重生产交易创
新，让社会生产与需求匹配，不断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商之大者，利国利民。有家国情怀、精
神信仰、使命担当，才能从商业、企业经营者上升为企业家。清末
民初，张謇等企业家通过身体力行实业救国，为中国现代工商业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身处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企业家，也
面临着类似的艰巨挑战和重大机遇。《鸡毛飞上天》的观影热中，
人们赞赏的正是义乌商人为生存而求变、欲利己先利人的如磐
初心，由此更期待中国企业家能够不忘初心迎难而上。

时代呼唤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更需要被制度呵护。近
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深入推动各领域改革，为经济发
展营造了良好环境。但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仍有部分地方和领
域，因为产权保护不到位、权力运行不规范、市场环境不透明，给
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了严重瓶颈。这些瓶颈不破除，激发企业家
精神、推动经济结构升级便可能沦为空话。要破除这些地方和领
域的禁锢，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清障搭台，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改革，才能稳定那些想创业、想干事的企业家们的发展预
期，从而激活他们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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