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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类文明共同体思想立足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谋求人类共同进步,是当前世界发展的重要方向。其根植于中国以“和谐”文化为精髓

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与思路。由它提倡的拯救人类道德危机、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追寻人类共
同价值的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和谐”文化的一种传承,还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创新发展。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理念融入外语教学,
加快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传播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价值观,提高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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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当前世界,人们对未来有所困惑,同时又心怀期
待。在此背景下,寻求能够解决现有困境,谋求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多元

同体,必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树立绿色发展的生活方式和发展形势。

3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国“和谐”文化理念融合外语教学创新
3.1传承“协和万邦”国际观,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

统一的精神准则成为各国人民的迫切需求。为保障世界稳定与发展,一套

在中国传统“和”文化中,对于国际关系,主张“以和为贵”
、
“亲人善

能够维护各国的公正秩序有必要建立起来。这种秩序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

邻”。儒家更是将“和”看做处理外国关系的思想准则。
《礼记·中庸》中

体系作为支撑之外,更需要一个各国文明能够公认的行为规范与价值标准

指出,“和谐”是天下通行之道理。
“和”的本质是仁。这思想种“协和万

(Zhang Lu,2018)。基于此,中国提出了人类共同体思想,以期促进各国共

邦”的外交政策,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

同发展,建立更加均衡的发展关系,进一步增强人类共同利益。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有“公有”性质。环境污染、恐

2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特点

怖主义、毒品泛滥成为每个国家都面临的生存难题。在全球化背景下,无

2.1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辩证性

论哪一个国家,其发展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冷战时期的“零和博弈”思

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中,中国代表指出当前世界,

维更不可取。只有将本国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尽量扩大

各国联系紧密、互相依存,人类生活在“地球村”中,在现实与历史教会的

共同利益。与此同时,相互尊重、开放包容、才能实现合作共赢,这也是新

同一时空中,成为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Han Xu,2016)。这种“同在地球

时期国际观发展的必然趋势。

村”的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其建立基础以尊重各国文明的差异性,多样性

3.2传承“人心向善”道德观,做人类道德新指引

为前提。正是由于世界各国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才有必要促进开放包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中,主张用“仁”调整人之间的关系。
“仁”的

容的文明交流。因此,人类共同体思想具有辩证性,是整体性与差异性的辩

首要要求就是学会爱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讲求仁义。在在人类命运共同

证统一。

体思想中,完美传承了这种思想,中国当下所实行的“亲、诚、惠、容”外

2.2交往准则和而不同

交理念,正是这一思想的良好体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不同国家、不

和而不同的交往准则早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中就被提出。我国多次

同个人之间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新思路,有助于帮助人类走出困境,最终实

强调了文明的平等、包容、独特以及互鉴。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都值

现共同发展。2016年5月,中国代表提出,要深度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得珍惜与尊重。文明因交流互鉴而丰富多彩。同时增强各国文明的交流互

使之与当今时代的特点相契合,让优秀的文化精神在世界弘扬起来。同世

鉴,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交往准则和而不同,需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差

界其他优秀文明一起,为人类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引。面对现代社会普遍存

异性,以尊重各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为基本,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维护

在的“道德危机”、
“信任危机”,人类必须摒弃狭隘的自我思想,用道德的

各国人命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作为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准则,和

力量约束自己,促进自身的自由和谐发展。

而不同的理念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基石所在。
2.3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

4 结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充分吸收了中国“和谐”文化,顺应了时代

虽然各国之间发展道路、价值观念以及文化背景都存在差异,但是人

潮流,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共同繁荣、

类总体而言,其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命运

开放包容、普遍安全的世界,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进一步推动人类命

共同的实质。具体而言,首先是和平发展的诉求。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一直

运共同的构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发展的重要指导方略,同时也

是中国人民的追求。无论国家强弱、贫富、大小,都应该为维护世界和平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和发展,

做出贡献,做一个维护者与促进者。其次是公平发展的价值理念。公平正

为推动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有助于中国引领世界治理体系的变革,为

义是国际关系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世界不可能长期建立在一批国家贫困

塑造一个更加合理公正的新秩序提供指导,从而为共创人类美好未来做出

落后而另一批国家富余先进的基础之上。必须坚持公平发展,进一步推动

贡献。精通中国文化,这就对高校外语专业的人才培养和专业课程设置,

各国之间的权利平等,做到各国共同管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

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以适应国家对外合作交流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掌握世界命运。最后是可持续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

规划的需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发展这一远大的愿景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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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教师理念,作为高校辅导员,响应新时代号召,有

必要认真解读新时代“四有”教师内涵,探究高校辅导员成长为“四有”教师的路径。本人结合自身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提出了四条有效路径。
[关键词] “四有”教师；高校辅导员；新时代；路径
引言

是精神支柱,是心灵灯塔。正确的理想和崇高的信念是新时代教师成长的

新时代新要求新号召。新时代教师成长方向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源泉。新时代教师要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教师。“2014年9月,习近平在
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1]

想的坚定信仰者。
1.2道德情操—新时代教师之成长标杆

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 ”高校辅导

不忘初心,牢记道德情操,立德树人。新时代号召教师爱岗敬业,乐于

员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是大学

奉献。新时代教师需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以德立身,以身作则,

生思政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和最直接的实施者。响应习近平主席对新时代

严于律己,为人师表,先立德再树人,立师德树新人。
“师者,人之模范也”,

广大教师的“四有”号召,高校辅导员应积极践行,努力成长为“四有”好

道德情操高尚的教师是学生的最佳榜样,也是教师们学习的榜样。良好道

教师。

德品行和道德修养是新时代教师成长的标杆。

1 “四有”教师之时代意蕴

1.3扎实知识—新时代教师之成长资本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在全党开展“不

不忘初心,牢记扎实知识,教书育人。新时代教师的扎实知识包括政治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

理论知识、精湛的学科专业知识、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必备的教育科学

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十九大主题是“不忘初心、牢

知识等。新时代教师的知识就是资本,资本是成长的基础。教师要打好基

记使命”
。新时代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党的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

础,扎实知识,先教书后育人,教好书育好人。教书育人是目的,传道受业解

复兴。作为新时代的教师,我们任到重远。守初心,担使命,努力成长为“四

惑是手段,学习掌握知识是前提。丰富知识是新时代教师成长的资本。
1.4仁爱之心—新时代教师之成长阶梯

有”好教师。

不忘初心,牢记仁爱之心,关爱学生。关爱学生是新时代师德的灵魂。

1.1理想信念—新时代教师之成长源泉
不忘初心,牢记理想信念,做引路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要发挥

新时代呼吁广大教师心怀仁爱之心,弘扬仁爱精神。新时代教师要做到真

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引路

正的关心爱护学生,爱学生的好,也爱学生的不好；爱好的学生也爱不好的

[2]

学生。爱于心表于行,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爱生。教师只有学会了爱学

[3]

生,爱他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关爱学生是新时代教师成长的阶梯。

人和做学生奉献祖国引路人这‘四个引路人’的重要作用。 习总书记还
指出：“正确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播种未来的指路明灯。 ”理想信念
就要求外语专业的教学要加设汉语课程融入中国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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