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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爱精神”的内涵和时代意蕴
河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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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安

要： 在我国社会各界越来越多地使用“大爱”概念的同时， 在理论层面对“大爱”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

节。本文认为， “大爱”是人对人的自身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持久的关爱精神和高度负责行为的统一； 大爱精
神是人们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关爱、高度负责与无私奉献精神， 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
精神的精华， 是人们对社会和谐、生活幸福的精神寄托和永恒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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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

爱”并作出解释的是杨福家院士。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６ 日他在成都

座谈会上明确强调， 人民教师要有“胸怀祖国、热爱人民， 学

举行的中国科技协会年会上， 以“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

［１］
为人师、行为世范， 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２００６

与大爱”为题， 阐述了他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看法。 ［３］他认为，

年的农历除夕， 温家宝总理在东北大学与留校学生一起过

让人们拥有安心工作的环境， 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氛围， 这

节时明确指出： “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 “对祖国和人民有

就是大爱。杨福家提出一流大学“需要大楼、大师与大爱”的

爱心， 对社会有责任感， 对国家有献身精神， 这三点的基础

命题以后， 有人在此基础上认为 “大爱是对人世深切的感

还是爱”， “学校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对学生的爱， 而且是

悟， 是对生命无限的眷念， 是对一切生命深深的同情。只有

大爱”， “对人民要有真挚的大爱”。这里充分体现党和国家

这样的爱， 才能唤醒蒙昧的灵魂， 才能让心灵沐浴到人性的

领导人对教育的最高寄托， 也为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

光辉， 才能让课堂充满高贵的气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

的时代课题——
—必须认真研究“爱”或“大爱”的相关理论问

长李烈在学校教育中坚持“以爱育爱”的教育理念， 她认为

题和实践问题。

“这种爱， 不是只爱二小师生的‘小’爱， 而是爱所有的学生，
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大’爱”。在当今的中国， “爱”或“大

一、
“大爱”概念的提出

爱”其实早已被看作是各级各类、各种形式的教育的灵魂和
最高境界， 用“爱心”培育学生也早已是对学校和教育工作

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爱”“大爱”“爱心”之类的概

者的最高期待。

念， 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新闻界、教育界、文学界、慈善界、宗

简而言之， 人们习惯于用“大爱”概念来概括和表达社

教界逐渐成为流行、时尚的词语。但是， 人们并没有真正明

会生活中高尚的精神和行为， 并力图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大

确其内涵是什么， 甚至只是把它们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来看

爱”一个注释。

待。有学者指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 特别是在阶
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社会条件下， ‘爱’主要是被作为唯心

二、
“大爱”的一般涵义

史观的意识形态和剥削阶级的虚假道德来批判的。新中国
建立以后， 由于‘左’的思想特别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较长

笔者认为： 爱含有爱护、爱惜、珍爱、敬爱、慈爱之意， 是

时间的影响， 在理论层面对‘爱’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

指人的一种意识表达和行为趋向， 既是人的心理的一种状

［２］（ ｐ１）

态， 也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从心理上说， 爱是一种精神， 即

‘
爱’
或者‘
大爱’
至今还是一个说得多、
研究得少的问题。”

就“大爱”概念而言， 有学者认为， 爱恋人、爱亲人是“小

爱心和责任感； 从行为上说， 爱是奉献和履行责任。爱的精

爱”， 爱人类、爱社会、爱祖国则是“大爱”； 还有学者认为大

神和爱的行为是对立的统一： 爱的精神是爱的实践的心理

爱是对生命的爱、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是在对家国命运、人

基础和内在驱动力； 爱的实践是爱的精神的物质基础和实

生现实境遇关注和悲怜的同时， 更多地逼近对人类道德价

现途径。爱可以从一定意义上区分出大爱、小爱、不爱或假

值和人性趋赴的阐释与考察。我国高等教育界率先提出“大

爱 ， 如 同 “合 道 德 性 ”可 以 划 分 为 “非 恶 ”“小 善 ”“大 善 ”“至

４ ２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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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等不同层次一样。［４］（ ｐ８０） 与一般意义的爱相比较， “大爱之
大”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职尽责也可以是大爱。
第 三 ， 大 爱 是 用 “心 ”的 爱 ， 即 自 觉 自 愿 、发 自 内 心 的

第一， 大爱是爱人之爱——
—这是“大爱之大 ”的 基 本 价

爱——
—这是“大爱之大”的主观意识或人生观、价 值 观 方 面

值取向。爱人之爱即爱的主体是人， 爱的客体也是人。有人

的特征。大爱是以坚定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良心为基础的， 是

根据爱的对象不同把爱分为四个类型： 一是人对人的爱， 这

高度自觉的爱的意识和爱的行为的统一， 没有坚定正确的

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类型； 二是人对地域的爱， 主要体现在爱

爱的信念和爱的良心， 是不可能做出大爱行为的。首先， 任

故乡、爱祖国等方面； 三是人对自然的爱； 四是人对真理的

何道德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 与政治和法律相比，

爱。

［５］（ ｐ７２）

不管怎么分类， 爱人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类型。首

都是依靠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 其中的内心信念

先， 大爱是爱人之爱， 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的“爱”的

比社会舆论更重要。道德不使用强制性的手段为自己开辟

概念是相通的， 孔子的所谓“仁者爱人”， 即认为爱人者为仁

道路， 而只是在为人们真心诚意地接受， 并转化为人的情

人。其次， 大爱是爱人之爱， 也吻合了伦理学关于爱的定义。

感、意志、信念、良心时， 才能得以在行为中显示出来。人们

伦理学把爱解释为“人与人之间在互相关心、互相倾慕基础

的道德信念和良心是在长期的道德生活中反映社会需要的

上的一种情感。爱表现在个人之间， 有性爱、父爱、母爱、兄

结果， 它是人们在进行自我监督时的标准和尺度， 并转化为

弟姐妹之爱、亲戚朋友之爱、同志之爱； 表现在个人与社会

特定的动机、意图和目的， 促使人们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的

之间有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之爱， 对民族、对同胞之爱等

需要。政治、法律不管人们是否有遵守的动机， 只要在行动

［６］（ ｐ２８０）

等。”

再次， 大爱是爱人之爱，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道德精

上没有违反， 就不会受到干涉， 道德则必须有内心的动机和

神， 表明了“人”在人类自身的道德生活中的优先地位， 表明

愿望才能实行。那些迫于外界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 可以是

了大爱的人文精神的特质， 并因此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区别

在政治、法律意义上的好公民， 但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善

开来。

人。其次， 人们内心的大爱信念在逻辑上优先于政治法律制

把大爱界定为“爱人之爱”， 既可以成为“爱”的基本价

度。没有大爱的政治法律制度， 可以有大爱的道德信念； 但

值取向， 也可以作为道德评价的基本原则和尺度。如前所

没有大爱的道德信念就不会有大爱的政治法律制度。这是

述， 人除了爱人， 还会爱而且必须爱人以外的很多东西， 包

因为， 政治法律制度虽然规定了人们必须履行的具体义务，

括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在爱人和爱别的东西之间存

却不能规定政治与法律必须被信仰。人们对大爱的政治法

在着一个明确的价值关系： 爱人是爱一切东西的最终目的、

律的信仰只能先由大爱的道德来完成。再次， 道德对社会关

动机和价值前提， 爱人以外的任何东西， 都必须具有“为人”

系的调节， 本质上是调节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 爱的道德就

的意义； 越是爱人， 越是具有内在的精神驱动， 越是爱得更

是奉献的道德。爱不仅要付出精神代价， 还往往要付出物质

广泛。有没有不爱人而只爱“非人”者？ 原则地说， 对于任何

代价。社会生活中之所以有爱的道德关系， 就是因为有被爱

一个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着的人来说， 应该有起码的“爱人之

的需要。大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 是 “大善”“至

心”， 而不至于发生“只爱物， 不爱人”的情况。

善”， 因此， 客观上必然要求爱者向被爱者付出更多， 牺牲更

第二， 大爱是对人的深远的爱——
—这是“大 爱 之 大 ”的

多。在没有外力强制的情况下， 一个人要能够达到这样的要

最本质内涵。深远即深刻、长远之意。所谓深刻， 就是不停留

求， 没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精神， 没有一颗真诚的大爱之心，

在表面上或浅层次上； 所谓长远， 就是不仅仅局限在眼前的

肯定是不能做到的。

一时一事上。深远的爱， 不是爱者与被爱者在人生路上漫不

由于“爱心”的隐蔽性， 我们其实是很难从主观方面清

经意的邂逅， 或是高贵者对卑贱者的施舍， 而是爱者对人类

晰地区分出大爱和小爱的。但有一点应该明确： 大爱不是偶

一定的个体或群体的前途、命运和价值的高度负责和关爱。

尔闪烁的情感火花， 而是爱者内心深处的持续强烈的责任

深远的爱， 其主体和客体都既可以是社会成员的个体， 也可

感； 这种责任感不仅表现为热情和激情， 而且表现为深沉的

以是社会成员的群体， 如一个人深爱另一个人， 或者深爱一

忧思和久久的牵挂。一些不具有“大爱之心”的人， 在受到外

个家庭、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

在因素的影响或感染下， 也会作出一些“爱人”的举动。这种

家等等； 或者一个群体、多个群体甚至全社会深情关爱某一

举动也许是善良的， 但往往不是出于内心深处的责任意识，

个人或者某个群体等等。从“是否深远”的意义上来理解， 爱

而只是一时的冲动或感动， 一时动了“恻隐之心”， 甚至是为

可以区分为大爱与小爱， 但是在这里不是“以亲疏论大小”，

了顾及个人的脸面， 完全是被动的； 更没有对被爱者的前途

爱陌生人可以是大爱， 爱亲戚、朋友、熟人也可以是大爱。为

命运的忧思、牵挂之情。这样的一些善良举动不是不爱， 也

国为民的大义之举是大爱， 父母深深关爱自己儿女的身心

不是大爱， 我们姑且就称之为“小爱”。

健康和前途发展， 并为之付出毕生心血和精力， 也是大爱；

第四， 大爱是稳定持久的爱——
—这是“大 爱 之 大 ”的 时

医护人员为“陌生人”救死扶伤可以是大爱， 为亲戚、朋友尽

间特征。从爱的对象看， 由于大爱是主体对客体的前途命运

２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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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远大关爱和持久负责， 这就决定了大爱的对象需要得到

都有的爱的良知作为“生生灵根”， 认为人之所以自觉为人，

长期的爱。比如， 家长、学校或社会对青少年的未来与前途

首先在于他自觉到自己的爱心， 爱心泯灭也就意味着丧失

的关心和关注， 人们对一个未竞事业的忧思和牵挂， 对一个

了做人的根据。“由此产生万物一体的博大人道情怀， 这是

家庭、一个政党、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

［７］
中国文化传统合理精神在价值理性方面的划时代贡献。”

类的热爱与责任等， 都需要一个坚持不懈的大爱， 而不能有

其三， 在一定条件下， 大爱精神会渗透到经济、政治、文

任何的忘怀和懈怠。从爱的主体看， 大爱者的大爱信念确立

化、宗教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而超出道德生活的

以后， 也就有了自觉爱人的道德品格， 就有可能在社会活动

领域， 成为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范畴。根据我们对“大爱”的定

的各种关系中长期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为大爱信念的确立

义， 从最一般、最普遍的意义上看， 大爱精神是人们对人类

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 而大爱信念一旦确立， 也就成为一种

自身的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关爱、高度负责与无私奉献

大爱人格的稳定持久的内在驱动力， 使大爱主体在大爱的

精神， 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精神的精华。大爱精神是

道德境界中， 长期做让自己心安理得的善事而不会轻易放

人类在自身的社会生活实践中， 逐步自觉并世代传承、发扬

弃。

起来的， 它发源于人类社会的生活实践， 表现为人类的自我
综上所述， 大爱可以被界定为人对人的自身价值、前途

意识， 传承于社会的价值文化； 它在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

和命运的自觉持久的关爱精神和高度负责行为的统一： 从

生命历程中， 一直是人类生命的“守护神”， 是社会和谐、生

精神方面说， 大爱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自觉持久的关爱精

活幸福的精神愿望和寄托； 人们越是历经坎坷与灾难， 越是

神， 也就是常说的“爱心”； 从实践方面说， 大爱是指主体对

崇尚大爱精神。

客体的前途、命运高度负责， 并在行为上自觉持久、严肃认
真地履行责任。

通俗地说， 大爱精神就是爱心、爱人之心、大爱之
—这里的“心”就是精神的意思。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
心——
“爱心”一词已经越来越明确地指代关爱生命、帮困扶贫、无

三、大爱精神及时代特征

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精神； “爱心奉献”也越来越成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呼唤与期待。伴随着我国逐步深入贯彻以

大爱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类社会
的普遍精神，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
义的大爱精神也必将不断发扬光大。

式， 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限于本文的篇幅， 在
此仅就大爱精神的一般特征作以下探讨。
其一， 大爱精神首先表现为道德精神。道德精神是人类
道德生活的灵魂， 它通过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命题体现出来，
并“命令”、规范和引导人们的道德行为。道德精神是人类社
会生活中作用最广泛的精神， 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形
态， 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最大的普遍
性； 无论不同社会的道德精神有多么大的区别， 大爱精神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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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没有大爱精神就没有人的道

教育科学学报， ２００６， （ ９） ．

［６］ 简明伦理学辞典编写组 ． 简明伦理学辞典 ［Ｍ］． 四川： 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７］ 张新民．良知

德。

内省

自律 ［Ｊ］． 贵州社会科学， １９９５， （ ６） ．

其二， 大爱精神是社会道德精神的精华， 是高层次的人
道精神， 具有人生观、价值观的意义。大爱精神是人类对自
身生命价值、前途和命运的自觉关爱、高度负责精神。在人
类发展的历史长河里， 不同时代的人们总是在以不同的方
式不断沿着人道关怀的方向， 逐渐深入、近似正确地回答
“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人应当怎样活着”等等涉及人
生观、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比如在中国古代， 从孔子的“仁
爱”， 到孟子的“良知”， 再到王阳明的“致良知”， 都是把人人

６ ２０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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