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
周

解析理论热点 探寻教育规律 05编辑:刘好光 设计:聂磊 校对:冯华
电话:010-82296649 邮箱:lhgedu@163.com2016年5月19日 星期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
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
遭遇了发展机会欠均等、贫富差距越拉
越大、公共权力监督不力等现实问题，
这说明当今中国不缺少社会发展成果
或物质财富，缺少的是社会发展成果的
共享性。因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将“共享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
之一提了出来，表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对发展问题的理论认识达到了新水
平、新高度和新境界，同时也契合了社
会各界对共享发展的热切期盼和紧迫
需要。对此，我们需要从伦理学的角度
来加以认识、理解和解读。

共享发展的伦理基础是共享伦理

共享发展是党中央倡导的五大发
展理念中的最高理念，反映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明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
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
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
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
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意味着“共
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
本质特征和根本目标，而缺乏社会发展
成果的共享性，则必然会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失去存在的基础。

共享发展理念是依据“共享伦
理”这一伦理价值体系建构的。以共
享伦理促进发展，以共享伦理统领发
展，以共享伦理规定发展的合理性边
界，是共享发展理念具有深厚伦理蕴
意的根本原因。

共享伦理是以“共享”为核心价
值取向的伦理思想、伦理精神、伦理
原则和伦理行为统一而成的伦理价值
体系。它将“共享”视为一种美德，
要求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发展成果或
社会资源的共享性，即社会发展成果
或社会资源能够为国民或公民共同享
有，让所有国民或公民能够有强烈的
获得感，让所有国民或公民能够从国
家或社会发展中受益。发展是第一要
务，然而，如果发展成果不能被人们
共享，则这样的发展只能是没有道德
价值的增长。共享伦理从道德上拒斥
严重缺乏共享性的社会，要求人类社
会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维
护发展成果的共享性。

当今世界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
主义制度并存和竞争的世界。社会主

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
最终需要通过它的优越性来体现。虽
然资本主义制度比奴隶制度和封建制
度优越，但从根本上来说，它还是少
数人剥削多数人的不公正制度，缺乏
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性仍然是资本主
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因此，要体现与
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社会主
义制度应该具有更高程度的共享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合理性基础
主要是依靠它的共享性来夯实的。

“共享”是发展应该实现的伦理价
值目标，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向前推进的伦理价值目标。这一
伦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我国社会
各界乐于共享的伦理思想、伦理精神和
伦理行为作为基础和前提。坚定不移
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的
既定选择，因此必须致力于不断提高社
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走共享发展之
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伦理要
求，也是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的过程中，应该践行的崇高
伦理思想、伦理精神和伦理行为。

共享发展的实质是分配正义

共享伦理是共享发展的伦理基
础，而共享伦理的核心价值观念是

“共享”。“共享”的基本涵义是强调每
一个国民或公民都具有共同享有社会
发展成果的平等权利。需要指出的
是，“共享”并不是国民以平均主义的
方式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
更不是国民以利己主义的方式分享社
会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而是必须充
分体现分配正义。

分配正义可以指人类对物质财
富、政治权利、发展机会等社会发展
成果或社会资源进行分配所彰显的公
正合理性，也可以指人类以追求社会
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合理
性为价值目标而形成的道德价值观
念。人们通常用公正、公平、公道等
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分配正义诉求。

分配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
价值。人类社会生活实质上是以国民
占有社会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为主要
内容的。在受国家这一治理体制支配
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参与社会生活所
需要的绝大多数社会发展成果或社会
资源必须通过社会分配的方式来获
得。社会分配依据两个原则进行：一
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二是社会对个
人的保护。前者要求每一个参与社会

生活的国民或公民都必须具有乐于为
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奉献精神，后者
要求社会必须借助于政府、企业、社
会组织等集体形式为每一个参与社会
生活的国民或公民提供社会性保障。
这两个方面都是国民或公民展开社会
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和依据，但
它们都是基于“得所当得”的分配正
义原则而确立的。

在人类社会中，要求平等地享有
与个人的社会贡献相匹配的社会发展
成果或社会资源量，是每一个国民或
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从社会的角度
看，社会集体在给予国民或公民的社
会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待遇时，除了
必须首先考虑每个人的社会贡献之
外，还必须考虑如何善待那些对社会
发展没有能力做贡献或只能做出有限
贡献的社会弱势群体的问题。确保社
会发展有利于所有人是所有社会不可
推卸的集体性责任，一个能够保证这
两个方面的要求达到有机结合的社会
就是分配正义得到充分实现的社会。
人类对分配正义的追求就是对社会发
展成果或社会资源的共享性的追求。

共享发展的实质是分配正义，其
要义是强调社会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
在国民或公民中间的分配应该最大限
度地体现公正意义上的共享性。作为
一种至关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念，分配
正义反对少数人占有大量社会发展成
果或社会资源而多数人占有少量社会
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的不合理事态。
在分配正义的框架内，缺乏共享性的
社会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分配模式是
不公正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因
此，当今中国倡导共享发展就是倡导
分配正义，就是要维护社会发展成果

或社会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分配正义
这一道德价值观念中的公正性诉求与
共享发展理念中的共享性诉求具有高
度的内在一致性和可贯通性，因此，
它能够表征共享发展理念的内在本质。

共享发展体现国际伦理维度

每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都兼有
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如果说当今中
国坚持的共享发展理念具有深厚伦理
蕴意，那么它必定同时具有国内伦理
维度和国际伦理维度。

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华民族
在建构发展理念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取
得的一个重大进步。这一理念不仅涉及
如何在国内提高社会发展成果或社会资
源共享性的伦理问题，而且涉及如何增
进我国的社会发展成果或社会资源在国
际社会的共享性的伦理问题。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极化世界，而
以多极化方式存在的当今世界缺乏统
一的价值观念体系。出于片面维护本
民族利益的狭隘考虑，有些国家对外
坚持民族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现象时有
发生，少数国家甚至为了本民族的一
己私利而不惜以牺牲国际正义为代
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该何去何从？

中国历来是一个勇于担当国际责
任的大国。当今世界是社会主义制度
和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和竞争的格局，
因此，社会主义中国担当国际责任的
困难非常大，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可以
不参与国际治理，更不意味着中国可以
放弃引领世界发展的道德责任。相反，
当今中国应该与国际社会存在的民族
利己主义现象做斗争，积极表达自己对
国际治理的道德价值诉求，为建立和谐

的国际关系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所

难免，但互利共赢的空间也非常广
阔。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极端自私自
利的国家必定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唾
弃。正因为如此，有国际伦理智慧的
国家治理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会
犯极端推崇民族利己主义的错误。他
们会遵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的仁爱原则，既注重捍卫本国
的发展权利和利益，也能够充分尊重
其他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利益。正是出
于对这一伦理原则的深刻认识和服
从，我国的国家治理总是坚持走和平
发展、同生共荣、互利共赢的共享型
民族复兴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和平发
展。我们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
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
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

我国坚持共享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均具有契合国际伦理的特质，这一发
展理念主张，世界各国的发展权利是
平等的，应该受到充分尊重，国际社
会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也应该最大
限度地体现共享性，国与国之间的贫
富差距应该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拉越
大。我国也致力于从实践上促进中国
社会发展成果在国际社会的共享性。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
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
作，就是我国在国际社会推进共享发
展实践的重大举措。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
究院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
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共享发展的伦理解读
向玉乔

理论特稿

大学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为新
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服务的能力，更
应有开放、共享、包容的温情，在新
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所担当。

学者观点

共享发展理念反映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走共享发展之路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伦理要
求，也是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过程中，应该践行的崇高伦理
思想、伦理精神和伦理行为。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
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
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的伟大事业，更是实现中国梦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2015年 5月 23日，习近平主席
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
了“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意思
是有道德的人不会孤独，不会被排斥
而孤立无援。有德，必有朋友，必有
人与你亲近友好。习主席把这一个体
立德的思想提高到国家关系上，提出

“以德为邻”的外交新理念，赋予了
这句话新的含义。

中国的大国责任，是坚持和平发
展，其核心是以中华传统道德为支
撑，它与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具有本
质上的区别。大国要向强国迈进需要

“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支撑。
软实力的建设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是

“立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的人民都在看着中国，“软实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极为必要。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别多，
区域广，国情复杂，局势变化快，文
化差异大。如历史形成的不同宗教信
仰，种族不同、文化习惯各异，语言
种类多、沟通困难大等，客观上都向
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挑
战。

如何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
挑战，真正站在负责任大国的位置
上，发挥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
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要立德修
身。“立德”就要遵循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
外交工作理念。“亲、诚、惠、容”
相辅相成，核心是“大德”。中国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大国
的责任就是大国的担当。“德”是支
柱，是核心。要履行大国责任，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积累，夯
实我们自身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要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
民感受到我们的大国责任，则需要我
们增强自身的“精气神”，提高治国
理政的能力，需要我们在与他国人民
交往中，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和平
的周边环境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

怎样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
笔者认为，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
需要亲得有内涵、诚得有意义、惠在
需要处以及容得有肚量、有原则。

“亲”得有内涵 ，要求在相互
了解的基础上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
文化、尊重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要
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特别是对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朋友，还要
具有优雅的气质和人格魅力。“诚”
得有意义，要求在与人交往中真诚待
人，实事求是，诚恳老实不装腔作
势。“惠”在需要处，是指在不断提
升我们自身国力的基础上，为世界提
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这是我们大国责
任的重要体现。“容”得有肚量、有
原则，要求我们应该体谅发展中国家
和欠发达国家的朋友长期遭受殖民主
义者掠夺以及战乱造成的困苦。当
然，处理国际事务既要合情合理，又
要合法。

我们的外交方针是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一带一路”绝对不是侵
略，而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次
伟大实践，是建立和平发展、平等互
惠、合作共赢新模式的伟大探索。为
此，我们必须摒弃浮躁，更不可为争
抢局部利益而坏了大局。而要达到这
种境界，就需要有“德”。“亲、诚、
惠、容”是大德，“德不孤，必有
邻”，有德则大事可成。

（作者系中国原驻日本大使馆公
使衔参赞）

要履行大国责任，在一带一
路建设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积
累，夯实自身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以德为邻促
“一带一路”建设

白刚

论道说理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
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需潜力
和发展动能。推进新型城镇化确立为
国家“十三五”时期和2016年政府的
重要工作任务。

新型城镇理论是基于人们追求美
好生活、提升幸福指数的良好愿望而
形成的。新型城镇化对处于经济发展
新常态的中国，既具有深远意义，又
蕴含巨大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 制 定 了 《国 家 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4—2020年）》，召开了中央城镇
化工作会议，把城镇化与工业化、信
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谋划，同步实
施，并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人
的城镇化为核心”。新型城镇化“新”
在人口市民化、素质市民化、同城同
待遇。“以人为本”成为新型城镇化的
核心理念。农业转移人口素质有序市
民化，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

覆盖，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目标。
大学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馆藏文
献信息资源、良好的空间格局和学术环
境、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高素质的专业人
才，完全具有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服
务的能力，更应有开放、共享、包容的温
情。运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新思维，用
新型城镇化产生的新需求、新动力，带
动服务理念、服务模式的转变和创新，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所担当。

引领全民阅读

“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到“推
动全民阅读”，并将“全民阅读”列为
国家八大文化重大工程，而“倡导全
民阅读”连续三年写入 《政府工作报
告》。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城镇
常住人口达到 7.7 亿，城镇化率达到
56.1%。根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提 出 的 目 标 ， 到
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
左右。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三个 1 亿
人”市民化的巨大压力，仅仅依靠公共
图书馆根本无法实现基本公共文化均
等化、全覆盖的任务目标。尤其是经济
欠发达地区户籍人口与城镇化人口在
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差距，会使城市内

部二元结构矛盾更加凸显，有悖于新型
城镇化“同城同待遇”的核心目标。

因此，大学图书馆应以培养一般
阅读习惯或特定阅读兴趣为目标，利
用世界读书日、城市纪念日等契机，
开展图书宣传推介、佳作赏析论坛等
阅读推广活动。可以协同地方公共
馆、社区文化中心、农家书屋等基层
文化机构，建立图书漂流角、流动图
书车、自助借阅点，满足不同区域、
不同层次居民的阅读需求。定期选派
专业人员和阅读明星深入到社区基
层，组织丰富多彩的大众阅读活动，
如读书达人秀、知识信息展播等，激
发大众阅读兴趣，引领大众阅读风
尚，使大学图书馆成为引领全民阅
读、建设书香社会的主阵地。

强化素养教育

与新型城镇化相适应的市民化基
本素养主要体现在：全新的市民角色
意识，有对城镇发展自觉认同、自觉
参与、自觉奋斗的自主意愿，良好的
职业适应能力以及健康的日常生活方
式等。农村人口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
体，其素养的提升，特别是进城务工
人员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的完善，对新
型城镇化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2014 年我国初中毕业的
进城务工人员占60%，高中和大专的比
重不足20%，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进
城务工人员仅占 32%。社会教育是图
书馆的重要职能，大学图书馆作为知识
信息集散中心，应在保障本校师生服务
的前提下，积极行动，拓展社会教育职
能，帮助城镇化新市民获取更多知识信
息及知识技能，使他们适应新的生活模
式和生活节奏。定期开放共享文献和
技术资源，举办形式多样的知识信息获
取培训班、就业创业短训班、职业技能
强化班，开展科普推广和信息咨询服
务，引导新型城镇居民养成自主学习、
终身学习的自觉意识。依托专业特色
和学科优势，面向社区居民提供传统文
化讲堂、健康知识讲座、普法知识宣讲
等有针对性的文化信息服务。

输送文化动能

特色城镇、智慧城市、人文城市
被列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深
入发掘文化特色资源，强化文化传承
创新，把新型城市建设成为历史底蕴
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魅力空
间；以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
利化、社会治理精细化为重点，充分
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建设新型

示范性智慧城市。这些已经成为新型
城镇化重要目标和规划任务。

大学图书馆作为文化创新传承前
沿阵地，应该发挥文化地缘优势，依托
现代信息技术和数据获取分析能力，协
助地方政府准确定位城市建设品格，在
新城建设、老城改造等重大城市规划项
目中提供精准的文献数据信息服务。
协助地方文化机构做好历史文化遗产
和文化生态的保护与传承，挖掘历史文
化名人轶事，打造历史文化街区、民族
风情小镇及人文特色景观，凝练地方文
化品牌。积极参与部门、行业、地区间
政务信息、文化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在智慧化信息应用和新型信息服务上
提供技术和人力支持。

市民素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软实
力，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
定着城镇的精神气质和未来发展。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推
进，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文化休闲
愿望会越来越强烈。大学图书馆应有
共生共荣的包容，有成之于社会、反哺
于社会的温情，定期向社会开放，用深
厚的文化积淀涵养精神，滋养品格，提
升品位，让广大市民在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

新型城镇化中的温情担当
刘丽杰

共享共享 CFPCFP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