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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治国之道在当代中国治国理政中的价值 

邵龙宝 

（上海杉达学院 公共教育学院） 

 

【摘 要】儒学的治国理念的核心概念是“道、仁、义、礼、信、和、生、

敬”。探究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应该回到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和得以创生发展

的原点——《易经》。从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来看，今天中国治国理政的思

想、理念和战略框架的构建已经超越了形而下的“器”的层面，有了形而上的“道”

的境界和依据。这个境界和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传统“道”文化

的经典资源和实际的治国理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儒学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必

须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既要反思儒学传统扼杀个体主体性的弊端，又要批

判现代性的科技和资本逻辑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以培育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

光，有仁爱之心和法权人格的现代公民。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是“道”文化的智

慧治理，不管吸取多少西方的治理知识、技术和经验，我们要创造的是中国式的

治理模式，是在中国话语体系下构建的中国式的智慧治理。智慧的治理是要处理

好当下中国政府的公正、市场的效率、社会的和谐三者的关系；处理好国家、社

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处理好“自由与公平”、“民主与效率”等一系列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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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 Long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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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concepts of Confucius theories of governing a nation are “Tao,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courtesy, credibility, harmony, creation and respect”. To 

discuss the governance of modern China we have to come back to the origins and live 

sources of Chinese philosophies. Looking at the Four Comprehensive Strategies and 

Five Major Development Theories, we can see today China’s governance concepts, 

theo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frameworks are no longer at the practical 

levels of being “applied utensils”, but have reached the status of Tao. This status quo 

has come about for two reasons: One is Marxist theories, and two the classical 

resources of traditional Taoist culture and the real practice of, an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lessons drawn from actual governance. To creatively transform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we need to confront the paradoxes and tension of modern society, 

reflect on the demerits within Confucius traditions that kill individuality, and criticize 

all kinds of alienations brought about by modern technologies and capital theories.  

The hope is to cultivate modern citizens with Chinese souls, world-wide vision, love 

and benevolence and high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rights of law. Modern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is the wise Taoist ways of managing the country. No matter how 

much Western knowledge, technologies and experience we learn, we need to create 

wise Chinese-style modes of governance with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To be 

wise we need to coordinate appropriatel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efficiency of the market, and the harmony of 

the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nation, the society and the individual citizens, 

and facilitate well the series of conflicts between freedom and justice,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Keywords: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 values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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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1〕

近年来人们愈益认识到儒学精髓深藏着尚未被人们深刻认识的巨大活力和治国

之道的不竭资源。一个拥有 13 亿人民和 5000 年从未中断的文化和文明的中国肩

负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创造性地诠释传统的治国之道为今天的治

国理政所用，不仅是中国道路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担当和使命。 

一、儒学传统治理理念的核心价值 

儒学的治国理念的核心概念是“道、仁、义、礼、信、和、生、敬”。探究

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必须回到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和得以创生发展的原点——

《易经》。从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来看，今天中国的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

和战略框架的构建已经超越了形而下的“器”的层面，有了形而上的“道”的境

界和依据，这个依据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传统“道”文化的经典资源

和实际的治国理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符合“道”的治理是最高境界；行“仁”

是治国之道的根基；“义”的治理实质是“致良知”及公私之辩；“礼”是社会秩

序与和谐，是国家富强、文明的表征；“信”是治理者对民众的敬畏；“和”是治

国理政的根本目标；“生”是治国之道的活力即创新，“敬”体现治理者对人民的

忠诚。 

  1. 符合“道”的治理是最高境界 

道的内涵十分丰富，在《易经》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思想，在儒

家有“天道是阴阳，地道是柔刚，人道是仁义”，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儒家的“道统”实际上就是指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 “道”在道家则是有六

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孕生天地万物的总根源；二是宇宙、自然、社会和个体人生

运行的总规律；三是真善美的精神实体；四是指导社会人生的总原则；五是“道

者反之动”，预示着任何一事物总是向相反方向演化，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六是

最高的认识境界，能超越世俗的短见按照客观规律行事，消解自我中心的迷障。  

2. 行“仁”是治国之道的根基 

孟子的人禽之辨即四端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仁义礼智。仁在儒

家那里是最高的道德规范，仁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仁的核心是爱人。把“仁”的学说运用到具体的政治治理之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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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仁政德治，实行王道，反对霸道政治，使政治清平，人民安居乐业。仁爱的深

层内涵是重视人，富有人权思想，关注人的物质生活，即重民生，强调无恒产无

恒心；强调富之，教之，把富民作为施教的前提和基础。强调利民、富民、保民、

爱民、体察和顺应民心的向背。“仁”是儒家的治国之道的根基所在。 

3. “义”的治理实质是“致良知”及公私之辩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不在于他是两足直立行走等自然属性，而在于有

情义、道义和正义，有是非、善恶、荣辱等精神。义在王阳明那里就是“致良知”，

领导干部要有良知，确立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信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根本。 

义是社会治理中领导者最根本的品格。“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

不从”。领导干部必须清廉自持、接纳忠言、严谨庄重，方能使得治理有效。领

导者能与众同好，与众同恶，与众同乐、同忧才能治理好天下。“天下非一人之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夺）天下之利者失天下。”

义利之辨是衡量治理者在治理过程中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为国为民还是只为自

己，这是治国理政的实质即关键命题。 

4. “礼”是社会秩序与和谐，是国家富强、文明的表征 

礼有三本：天地是生命的根本，祖先是种族的根本，君长是政治的根本。“礼

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

论》）礼不仅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礼是治理民

众的标准，是宇宙、自然和社会运行的规律，是天道、地道和人道的内在法则，

最完备的礼使人依据自己的身份表达情感和礼节仪式，且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礼

是最高的准则、根本原则。“礼治”的缘起是因为人的不断膨胀的欲望与生存资

源的相对匮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亦即“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

荀子强调礼的制定、运行、遵守都要合符“道”，这个“道”才是礼的实质，是

礼的真正内涵和意蕴。“礼治”对今天的依法治国有诸多借鉴意义，“礼治”即社

会的秩序与和谐，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前提和基础，同时是富强、文明的表征之一。  

5．“信”是治理者对民众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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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孟子的道德修养六境界说中讲到“可

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信”主要是指在与人交往中要讲信用，遵守诺

言，诺言必须符合道义。“信”往往与“诚”结合即诚信，信以诚为基础，“诚”

自然能信，离开“诚”无所谓信。信从根本上说是对自我讲信用，即不自欺，“治

理者的内心之“信”就是治理者对民众的敬畏，是民心所向的基石。老百姓对治

理者的信任建立在治理者自己内心要有对道德、对他人、对自己的诚实守信以及

对人民的“敬畏”和讲“诚”讲“信”的基础上。  

6. “和”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目标 

“和”在天道方面表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人道

方面表现为“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在艺术方面表现为“八音克谐”“五色

调和”；政治上表现为“政通人和”“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和”在现实社

会生活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和为贵、和气生财。

世界和平源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内部和谐，国家、民族的和谐源于每个家庭的和

谐，每个家庭的和谐源于每个人的身和心的和谐。和谐可以说是治国理政的一个

根本目标。 

7. “生”是治国理政的活力即创新 

儒学的根本实际上就是秉持天地良心，坚守生生之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

俭让，圣贤智仁勇，讲的都是对生生之道功用演化的描述与论证。天地人三才一

贯之道，人在天地之间，人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效仿天地创造美和爱，创生“真

善美”。大德人生于天地之间，就要努力“做人”。 “生”的本质含义是“创

新”，创新就意味着变化，正所谓“变则新，不变则腐；变则活，不变则板”。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才使得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使得“中国道路”“中

国模式”影响整个世界。“生”在现代性社会中追求的就是返朴归真、不工而工

的人生境界，以出世心态做入世之事，能把最大潜能即创“生”的力量发挥到极

致。“生”在当今时代表现为主体的自我观念、个性自觉和情欲迸发等文化意识

的上升，只要能驾驭自身的贪欲和邪念，提升自己的人文力，日新之谓盛德，每

天推陈出新，不断改革创新才称得上深厚的品德，生生不息，循环往复，革故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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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人民的幸福建立在整个社会的创造力上，整个社会的

创造力建立在每个人的创作性人格的建构与创造性思维和才能的培养之上。  

8. “敬”体现治理者对人民的忠诚 

《庄子·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

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讲的就是“诚敬”。中国有

句俗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强调做人做事要讲“诚敬”，要以真诚待人，表

里如一，不可虚伪假装。 “诚敬”就要敬天地君亲师，这里突出的是亲和师，

与天地君并列，也就是孝道的重要性，尊师敬长的重要性，敬长尊贤的重要性。

对人对事都要讲一个“敬”，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灵”都是在讲“诚

敬”，这是中国人的信仰，这个信仰不能丢，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法。“敬”是治国

理政者最重要的品格。 

“信”与“敬”是要官员们对民众有一种敬畏心。要想取信于民，官员们首

先要解决不能自欺欺人的问题，从心底里确立人民为大、人民是天，以人民的利

益为根本的信念；王阳明的“四句教”告诉我们“无善无恶心之体。”我们人人

内心都有一个定盘针，警察、法官和检察官，“知善知恶是良知”，关键的问题是

“为善去恶是格物”，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在修身上下功夫。 

二、儒学精髓运用于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思考 

儒学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必须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既要反思儒学传统扼

杀个体主体性的弊端，又要批判现代性的科技和资本逻辑造成的各种异化现象，

以培育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眼光，有仁爱之心和法权人格的现代公民。它的当代

价值主要体现在：儒学是一套“信天、法祖、重生”的人文主义，“修心固本”、

“内圣外王之道”本质上是一种合于天道的国家治理原理；其基本模式是儒道互

补。国家治理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行为，应该从各级领导的“人心”、“道心”

的自我治理开始，而自我治理的要义是“治理、管理、法理、伦理、心理”“五

理并重”的治理。 

1． 儒学精髓的创造性转化必须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问题 

现代性之于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批判的坐标，又有着自身的缺陷，恰好是弘扬

传统文化精髓所要对治和克服的对象。儒学传统之于现代性又是现代性的反思和

批判的对象。有一个人治本质的遗存与制度规范的法治要求的矛盾。在今天要实

http://baike.baidu.com/view/80525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8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3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0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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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德法兼治，就要找到克服当下腐败问题的文化根由。孕生儒学传统的土壤和社

会背景是宗法专制主义的自然经济，这与今天我们立足的现代性社会存在种种矛

盾和拮抗。封建伦常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必然导致对个体主体性的戕害，而个体

的生成则是现代性的标志。马克思曾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

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产生这种孤

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2〕作为传

统文化表征的儒学的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

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3〕，在精华中杂糅着糟粕。儒学的价值就是在这

样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拮抗中展开的：一方面儒学要受到现代性的洗礼，要

反思和批判扼杀个体主体性的弊端和糟粕；另一方面又要在反思和批判现代性的

科技和资本逻辑带来的导致人的金钱拜物教的异化现象，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要充分认识老传统的精华如天人合一、仁爱、厚

德、自强、中庸之道等与近现代思想启蒙带来的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等积极

因素的联姻，是中国道路的文化背景因素之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仁者爱人的人道精神，刚柔相济的坚韧精神，贵和尚中

的中和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必须与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科学精神、

法治、民主、自由和主体人格的独立进行综合创新，以培育具有中国灵魂和世界

眼光，有仁爱之心和法权人格的现代公民。  

2． 人文主义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 

建立在忧患意识基础上的道德自觉的人文主义是一套“信天、法祖、重生”

的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修心固本”“内圣外王之道”本质上是一种合于天道

的国家治理原理。 

道德是权力的前提、王道是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它可以指导每一中国人的精

神重建，尤其是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在实践中提升生命的境界。儒学

的仁义礼智信、“四维八德”是日用伦常的道德伦理形态，是德目，是一种伦理

精神，在它的背后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这就是关于儒家文明的一套信仰体系，

它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纯精神性、彼岸性和超验性的基督教信仰，它是一套“信

天、法祖、重生”的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儒家虽然是要在人间建立道德王国，

但孔子对“天”十分敬畏，中国传统有天命崇拜、圣王崇拜和祖宗崇拜的信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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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天”在孔子儒学中有着终极信仰的意味。 

中国民间信仰信奉“头上三尺有神灵”、“积善余庆，积恶余殃”、“人在做，

天在看”、“因果报应”都和这个“天”即“老天爷”有关系。“老天爷”是道德

的象征，对“老天爷”的敬畏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特点。“法祖”也就是我们“祖

宗崇拜”的传统，“以民为本”是指治理者应按照人的生命演化即人的心性活动

的规律来进行社会治理。要用自己的人心推想他人的心性良知去关照世界，去认

知社会。当然也要注重对社会和人心的调查研究，要认识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的变迁，如此就能正确认知一切社会问题。社会的病症是多方面的，是极其复

杂的，但均可在人的心性上去找寻，从经济结构上，从文化观念上，良知教育上

去找。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本质上是一种合于天道的国家治理原理。 

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同时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政治活动的最高标准。”

治国理政的根本是各级领导人心中要有人民，能不能治好自己的心，领导干部的

“人心”“道心”主要体现在有没有对人民的敬畏之心，真正确立起中国人之为

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道路的自信、理

论的自信和文化的自信，老百姓自然就能确立起中国人的做人的信仰，也能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和信念。 

3． 要从国家治理精英的“人心”“道心”的自我治理开始 

今天的治国理政是为了兴邦、善政，善政要从治理者自己的善心修养入手。

孔子的教育其实就是人文主义的“成德之学”。儒学就整体而言，道德与知识，

两个轮子都要转，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能转一轮，一轮不转。中国

文人重视品格、人格，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是我们老祖宗的好传统，要活

化它。活化的要义是要有良知，要知善知恶，为善去恶，要有道德自觉、自主的

能力；要自律，自己来管理自己，自己来约束自己，然后是自我负责。儒家的做

人信仰的教化就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的核心是重视体验，即悟道、践道。可见，

我们的道统文化原本就与自然合拍，直接通过对道的崇拜即生生之道来立德，即

培育良知。国家治理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主体性行为，应该从政治精英、企业精英

和知识精英的“人心”“道心”的治理开始。“四个全面”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总体

规划和框架结构，也是更加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学习贯彻这一精神不仅需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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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对国家发展战略有高度的自觉，所有民众都应该对

此有自觉意识，而最为关键的是上述三种精英能不能从自己开始“正心”“诚意”

“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如此，方能取信于民。取信于民是社会治理的

基础。 

4． 中国式治理的基本模式是儒道互补 

象征着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总规律和真善美精神实体的“道”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最根本精神。道文化是最讲规律的文化。“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

有一个很高的理念，这个理念来自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把

握，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世界上对规律最尊重的政党。中国有今天，

是因为我们党一直力图从规律来把握国家，从人类来把握中国，从历史和未来来

把握这个民族。”〔4〕中国文化是“道”文化，是儒道互补形成的中国特有的文化

传统，区别于西方的逻各斯文化和“神”文化，道文化的第一个内蕴是认为任何

事物都离不开“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朴素辩证法。 

中国式治理的基本模式是儒道互补：它注重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尤其重人，

认为天地之间人是最尊贵的，人应该顶天立地，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人”与“道”之间，认为主体人能捍卫、弘扬作

为法则与正义“道”的客体。 

其实，在国家治理上，不仅是儒道互补，在中国历史上儒道法互补才真正能

说明问题，儒家推崇仁政礼教的柔性治理，由內圣而外王，道家崇尚清静无为的

非刚、非柔的自然中道治理，法家注重苛严峻法的刚性治理，从实际的治理实践

来看，外儒阴法就是一柔一刚的政府治理的互补关系。国家的整体治理和老百姓

的个体治理的互补性即儒道治理的互补性，这就是儒道法刚柔相济、官治和民治

有机结合的善治境界的哲学意蕴，这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效

用。 

5． 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中庸之道”是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人类文明多

样性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主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天地人，二是生存与发展，

三是中国与天下，四是如何实现大同世界。这套智慧维系了中国 5000 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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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中国与天下就是国际关系，实现大同世界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

与能，讲信修睦„„”的理想社会是传统中国人的天下观。 

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来一次次向世界传递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

球观，表达了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外交理

念，正在为形成世界新秩序奠定基石。习近平说“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

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维护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6〕在国际政治上我们

已经能从国际视野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正确对待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

个重大课题”。他特别强调，“一是要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历史反复证明，

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

难；二是要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

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三是要正确进行文明学习借鉴„„对人类社

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

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

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

扬起来„„四是要科学对待文化传统。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善于把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

发展中继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儒家文明是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化解人类文明冲突的主要

力量。中华文化的“和”是和谐，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但“和”并不是无原则

地和稀泥，孔子认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就是理，是原则

性，这种有理性的有原则的“和”才是“仁”的真正意蕴和精神实质所在。  

6．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德法兼治是儒家治理之道的基本原则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孔子主张用道德教化而不要用刑罚处罚的方式来治理才能培养出有道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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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子民。儒家主张“天秩有礼”和“礼者人道之极”，道家主张“礼者乱之首”

和“镇之以无名之朴”，与法家的“礼出于法”和“一民之轨莫如法”相互之间

也形成了互补。 

儒家的为国之道重礼，讲求“为政以德”；道家“以正治国”，讲求“守母存

子”；法家“唯法为治”，讲求“抱法处势”。荀子“礼治”思想对我们当下“依

法治国”的启示是：抽取了道德的法律是徒劳的，而没有法律信仰的法规更是僵

化的教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当于新时代的“礼治”，是 21 世纪我党文化战

略方面的顶层设计，是用来收拾转型社会出现的“人心”、“道心”跌落的问题，

同时用全面“依法治国”来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导向，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德法兼治即良法善治。良法是善人制定，对任何人具有普遍性特征，法的规

则要强调权利和义务既界限分明又对立统一。权力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法规之

间不能相互冲突，且具有长期不变性和稳定性，还应有先在性、可行性和公开性

的特性。良法一定是能捍卫人们的权利和自由，体现正义性，保障人的生命、人

身、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成员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利益交往，对以侵害他人的

方式而获得利益的人必须进行惩罚，体现和维护社会成员承担责任的平等，同时

维护社会成员们的机会平等。良法还应保证社会成员的自由。法以最合理的义务

性规则来约束每个人的行为，从而给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一个最大可能的自由活动

空间。良法是防止暴政，制裁犯罪，维护正义的法律。与之相对应是恶法，恶法

就是维护独裁专制、维护暴政、侵害人权、肆意剥夺人们的自由、损害正义的法

律。 

善治是“善者治理”，是温良公正的治理者；就治理目标而言，善治又是“仁

爱的治理”。仁爱的治理应包括以下内涵：一是对大众的关爱，领导者自身具有

仁爱之心，在品格上具有“恭宽信敏惠”各种德行——“仁”为众善之德。二是

自爱，在金钱财富问题上洁身自好、廉洁正义。三是爱自己的亲人。四是“泛爱

众”，尤其是对弱势群体有特别同情的恻隐之心和悲悯情怀。五是仁者与天地万

物一体，在日常治理实践中让公众享有更充分的公共物品和更高满意度的公共管

理，实现公众福利的最大化。这种以仁爱之心的治理就是善治，善治强调建立在

彼此心贴心的信任加契约基础上的良性互动和合作。善治是“善态治理”，是领

导者在治理实践中将自身的美德融进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博施于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4980/68498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84980/684980.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916/125029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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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而能济众”，去体现服务民众的美德、大德和全德。真正的“仁爱之治”是德

治与法治的统一，是崇尚仁爱宽厚的政治，是制约君权，伸张民权，主张敬民、

爱民、养民，以民为本、以民为心，“仁民”“恤民”和“视民如伤”的治理。养

民者，以利民为鹄的，切实重视民生，以“正德、利用、厚生”为头等大事。 

总之，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是“道”文化的智慧治理，不管吸取多少西方的

治理知识、技术和经验，我们要创造的是中国式的治理模式，是在中国话语体系

下构建的中国式的智慧治理。智慧的治理是要处理好当下中国政府的公正、市场

的效率、社会的和谐三者的关系；处理好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关系；处理好

“自由与公平”、“民主与效率”等一系列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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