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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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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典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的演讲中，针对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
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指
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
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并且认为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
“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
去？”进一步提出和论证了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有力引领了世
界和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习总书记的讲话立意高远，提出了
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即人类命运的问
题。古往今来，诸多中外哲学家对这个
问题都给出过自己的答案，但是只有马
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才真正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
合体。人类的命运，就是指人的生存和
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如何对待和解决人
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从哲学史上
看，不论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也
不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
哲学家，是坚持辩证法还是形而上学，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虽然不同程度地都
做过有益的探讨，但是最终都没有跳出
宿命论的窠臼。

在古希腊哲学中，命运问题已成为
一个重要内容，而且理性主义色彩越来
越浓重。赫拉克利特提出了著名范畴
“逻格斯”，“逻格斯”是一种隐秘的智
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微妙尺度和
准则，他认为命运的本质就是“逻格
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
尔，他所构造的庞大的无所不包的客观
唯心主义体系，作为其核心概念的“绝
对”概念，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
的灵魂”，其《逻辑学》不过是一种理性
主义的泛神论。如恩格斯所说：“创世
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
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
得多。”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自殷周以来，
崇尚永恒的天命观念是其主导的方面。
殷商时期就创造出了一种至上神的观
念，被称为“帝”或“上帝”，这是上天和人
世间的最高主宰。周灭殷后，继续宣扬
“受命于天”的观念。春秋战国时期，天
命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儒学的核心内
容。“道家讲命，比儒家更甚。儒家虽讲
命，而仍不废人事，实以尽人事为基本；
道家则不谈人事，专言天命。道家所谓
命，也是人力所不及，人力所无可奈何的
意思。”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宣扬神
不灭论即灵魂不灭论，传播因果报应和
轮回转世的思想。至此，儒道释殊途同
归，诸家合流，形成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
上占主流地位的命运观。

综上可见，在对待人类命运问题
上，中外哲学思想史上虽说法不同，但

归结起来都是宿命论的观点。他们在
人类命运问题上陷入困境，关键在于缺
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马克
思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唯心主
义和形而上学方法时所指出的：“天命，
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
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
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
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

（二）

回答人类命运问题，从根本上说，
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分
析法。

第一，只有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
法，才能科学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
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
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
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
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
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制造工
具的劳动是“人猿相揖别”的根本标
志。在这种劳动中，人在与自然界进行
物质、能量和信息相互交换的同时，人
们之间也互相交换其活动，并形成一定
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因而才有人和
人类社会的形成、存在和发展。劳动是
实现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飞跃的客观
基础和根本动力。

但是，当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
利的时候，却没有学会预见到自己生产
行为的长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以
致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当哥伦布发
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
了在欧洲早已被抛弃的奴隶制度，并奠
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这说明，人类还
是盲目必然性的奴隶，还不能真正掌握
自己的命运。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的演讲，回首最近 100 多年的世界
历史，指出这 100 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
望，就是和平与发展。这又说明，人类渐
渐学会了认识、控制和调节自己行为的
社会后果，在逐步从必然向自由迈进。

第二，只有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
法，才能科学回答“我们现在在哪里”的
问题。

回答“我们现在在哪里”这个问题，
本质上就是回答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在
社会中的定位问题。马克思曾指出，“社
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
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
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
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
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
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

组织”。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揭示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基
本社会形态。这说明，人们的交互活动
构成了社会，而每一个人又都是特定社
会和社会形态中的人。

今天的人类，正是生活在马克思科
学预见和提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种基本的社会形态之中。习总书记
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
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
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
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
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我们必
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最重要的还是
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建设
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
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
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历史站位。

第三，只有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分析
法，才能科学回答“我们将到哪里去”的
问题。

事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
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
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人
类将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这是社
会历史发展不可逆的总趋势。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代替那存
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
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在这种联合体中，人与自己所
处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
化，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力量支配
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个
人与社会融为一体；个人的性质将发生
重大变化，从“阶级的个人”“地域性的
个人”或“偶然性的个人”，转而变为“世
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自由
而全面发展的有个性的“自由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习总书记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同心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创举，就是为人类能够真正
掌握自己的命运、走向理想境界而提出
的阶段性目标和重大战略举措。

（三）

人类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从
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关键在于
要有做好历史创造者的担当。

马克思曾经以历史剧作比喻，说明
历史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他指出
在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中，人既是他们
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
物。这也正如恩格斯所说：“无论历史
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

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
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
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
的合力，就是历史。”

做好历史的创造者，有三个问题需
要明确：

第一，必须明确“我们是在十分确
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
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
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
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
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只
有准确把握这些历史前提条件，才能真
正做到从实际出发，不能不顾客观条件
而恣意妄为。

第二，必须明确“历史是这样创造
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
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
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
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
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
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
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
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
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
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
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
过的事物”。这就是说，社会历史过程
是自然历史过程，社会规律是人的活动
的规律，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既
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尊重客观规
律，坚持二者的辩证统一。

第三，必须明确“人们自己创造自
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
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
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
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
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
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
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
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
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
济的必然性”。这就是说，社会规律作
为必然性是通过人类的大量的偶然性
活动开辟道路而得到实现的。因此，作
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勇于担当，
立足本职，潜心实践，干好自己的事情，
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深化对
客观必然性的认识，一步一步走向自由
王国。习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的演讲中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
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
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
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勇
于担当，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运，向
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命运历史发展的哲学思考
■石云霞

“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这是习总书记提出的一个
重大哲学命题即人类命运的问题

二千多年前，孔子说过，“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说，

君子能够与别人和谐相处，却并不盲

从苟同，小人则表面上看完全一致，

实际上与别人面和心不和。“和而不

同”思想，历来为人们所推崇，早已成

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不

仅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

则，也是我们党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

原则之一。“和而不同”思想蕴含的深

刻哲理，值得我们用心感悟。

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解析“和

而不同”，“不同”，是指客观世界事物

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和”，是指不同

事物相辅相成、共生共长。“和而不

同”，就是各种不同事物在矛盾斗争

中相互依存、有机统一。“和而不同”，

生动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斗

争性与同一性关系的道理。

和而不同，要求尊重多样性的

客观存在，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能与

各种不同的人友好相处。世界是多

样化的，各种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

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既在矛盾

斗争中互相转化，又在矛盾斗争中

交融共存。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历

史文化的国家，都应互相尊重、和平

共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在同志

战友之间，不同思想观念、不同性格

特点的人，更应该相互尊重，坦诚相

见，和谐相处。任何一个地方和单

位，都有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各

有长短。要懂得尊重别人，坦诚友

善待人，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别

人。既尊重别人的优长，也理解和

宽容别人的不足，发现有问题应善

意地提醒帮助别人。人总是喜欢善

待和喜欢自己的人，不喜欢鄙视和

仇视自己的人。同志战友相处，要

有诚意善意，不能有妒意恶意，有误

会有不开心要及时化解。

和而不同，不是没有是非原则的

一团和气，而是在尊重别人、和谐相

处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性格特点，保

留个人的正确意见看法，特别是涉及

大是大非问题时，应开展积极的思想

交锋。战友之间、上下之间，有不同

意见的争论碰撞、是非对错的分辨取

舍，是很正常的事。通过民主讨论、

思想交锋，既可以互相启发、集思广

益、共同提高，还可以加深相互了解、

增进友谊、加强团结。不能为了顾及

面子、消极维护团结，有话不直说，正

确意见不敢坚持。一个集体特别是

一个班子内，如果只有随声附和、一

种声音，就会死气沉沉，不可能充满

生机活力。很多集体“闯红灯”的错

误决定，就是由于只有“和”，没有“不

同”，少了一点不同意见的坚持。

同而不和的思想行为之所以不

足取，一是因为强求完全相同，不尊

重别人的个性特点和不同意见，违背

了多样化的客观实际，不符合大多数

人的愿望；二是因为事实上是有所不

同的，却硬要说成是完全相同，这是

明摆着的说假话，丧失了诚信；三是

因为当面附和说完全同意，背后又去

说闲话、搞小动作，这不仅违反组织

生活原则，而且违背了做人的道德。

有不同意见，当面说、会上说，会后按

集体议定的意见办，背后不说二话，

这是君子风范；当面说得好，背后乱

放炮，这就是一种小人行为。

我们要做“和而不同”的君子，不

做“同而不和”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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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哲思

清朝有一个叫冯士圻的进士，一生
光明磊落，颇有清誉。他酷爱碑帖，几近
痴醉。一日，有人送来一件宋代稀世碑
帖。冯士圻看都没看，就让人物归原
主。部下劝他：“何不打开看看”，答曰：
“看见了就不想还了，看到自己想要的，
心就会动，心动就会接受，接受了就会被
利用，所以还是不见为妙。”

不见，是不想、不为的前提。俗话
说，眼不见心不乱。奥地利著名心理学
家弗洛伊德说：“一个有道德的人是一个
心里感到诱惑就对诱惑进行反抗，而绝
不屈从于它的人。”人都有欲望，见到自
己中意的东西都有占为己有的想法，但
有的人不为所动，有的人却为外物所役，
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能否自律。虽然不
见不能彻底打败欲望的心魔，但至少为
贪欲设置了一道门槛，降低了心动的几
率，减少了被诱惑的可能。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被俘虏总是
从眼睛的被俘虏开始的，每一次的“利欲
熏心”都是先被“猪油蒙了眼”。正所谓，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纵观一些落马贪官
的忏悔录，无一例外都是由于没能抵挡

住诱惑的攻势，或是见了别人投其所好
的金钱美女，或是见了别人的奇珍异宝，
欲罢不能，以致“乱花渐欲迷人眼”，立场
原则尽失，道德防线失守，由眼入心，一
步一步被拉下水。

管住自己靠他律，更靠自律，拔除
“思想上的杂草”靠加强理论道德修养，
也靠给自己约法三章。赖昌星曾大放厥
词：“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
好。”有了爱好就等于为心怀不轨者留下
了可攻陷的“后门”和“突破口”，最保险、
最管用、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干脆将别有
用心者拒之门外，使之碰上一鼻子灰，吃
“闭门羹”。如此这般，你纵有千条妙计，
我就一条——不见，就是不给欲望留口
子，不让诱惑有可乘之机。

习主席指出：“党员干部要不断加强
自律，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
个样，尤其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
更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
越轨、不逾矩。”大道至简，不见是简单的
自律办法，也是很高明的办法。胜人者
力，自胜者强。党员干部要学习和借鉴古
人“不见为妙”的办法，不过高估量自己抵
御诱惑的自控力，面对可能的危险自觉
“不见”，面对现实的诱惑自觉“不听”，炼
就金刚不坏之身，做到“任凭风吹浪打，我
自岿然不动”。

为“不见为妙”点赞
■朱永杰

群 言 集

工作研究

习主席在全军开训动员大会上指
出，全军各级要强化练兵备战鲜明导
向，坚定不移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
置、作为中心工作，抓住不放，抓出
成效。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生命线，要
注重弘扬传统、回归本真、发挥优
势，与时俱进打好服务实战化训练的
“主动仗”。

注重把正工作导向。导向就是风
向，导向决定方向。曾有一段时间，
少数单位政治工作中出现脱离中心、
自我循环等现象，根本原因是工作指
导紧扣战斗力标准不够，造成精力投
向分散，导致中心难以居中。政治工
作服务实战化训练，首要的就是立起
备战打仗鲜明导向。要把正统揽方
向，发挥党委对作战准备的主导地
位、关键作用和全面责任，用好战斗
力标准“指挥棒”，统筹各项建设和工
作，严格落实党委议训制度，及时研
究解决训练中的重大问题，始终保证

中心居中、方向不偏。要统筹资源投
向，坚持精力向打仗聚焦，财力向作
战准备投入，过滤与战斗力无关的工
作，保证各级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抓
作战准备和军事训练，把一切工作的
“准星”，聚焦到战斗力这个“靶心”，
切实形成服务中心的舆论导向、工作
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

注重激发练兵动力。实战化训练
必然会对官兵生理和心理带来巨大挑
战，政治工作要通过思想引导、文化
服务、荣誉激励、形象感召激发官兵
练兵动力。彻底摈弃关起门来搞自我
设计、远离战场做花样文章那一套，
紧扣练兵备战各方面各环节，打造丰
富多彩的战场文化，把“五小活动”
开展到训练场，激发和保持官兵旺盛
的练兵热情。用好表彰激励，大力宣
扬练兵备战的先进典型，形成人人精
武、个个强能的生动局面。切实为官
兵解难帮困，解决好官兵衣食住行实

际困难，让官兵一身轻松走上训练
场，心无旁骛搞训练。坚持以上率
下，各级干部要带头走向战位、深入
一线，带头学军事、练指挥，给官兵
树好样子、做好示范。

注重培育战斗精神。习主席在视
察第 71 集团军某旅时强调，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
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无论
战争发展到哪种形态，战斗意志、战
斗精神永远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革命先辈在战火硝烟中锤炼出不
畏强敌、敢于刺刀见红的精神，是克
敌制胜的精神利器。加强实战化训
练，要把培育战斗精神贯穿全过程，
在训练中开展小比武、小考核、擂台
赛活动，让官兵在争分夺秒、对抗较
劲、互争高低中自觉培养“狭路相逢
勇者胜”的豪情胆气。经常性开展战
斗精神教育、生死观教育，注重用强
军目标引领，用使命任务感召，用优

良传统激励，强化胜战意识和牺牲精
神。加强心理行为训练，增强官兵心
理抗压能力，锤炼官兵顽强意志作风。

注重强化从严治训。军事训练是
未来战争的预演，来不得半点虚假。
实战化训练要求平时练与战时打无缝
衔接、精准对表，必须以从严治训为
保证，严格训练监察、训练督导，确
保训练“四落实”。1895年，北洋水师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平时训练弄虚作假，欺上
瞒下。知古鉴今，从严治训须臾不可
放松。针对以往组织演习搞摆练、对
抗训练走形式、考核比武掺水分等问
题，必须组织全方位、多维度的监督
监察，让训练回归实战本真。要从严
督查训练弄虚作假问题，重点查纠训
风演风考风存在的问题，狠抓军事训
练问责，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立
起治训管训的严实作风。
（作者单位：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

让生命线在实战化训练中彰显生命力
■王振栋

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生命线，要注重弘扬传统、回归本真、发挥优势，与时俱进打好服
务实战化训练的“主动仗”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释义：2017年11月10日，习主席在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

演讲中引用，语出《论语·微子》，意思是

过去的不能挽回弥补，未来的还是能赶

得上的。习主席引用此典旨在强调，世

界正处在快速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要洞

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把握规律，正确应

对。 （郭龙佼、冯俊腾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