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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愚公精神成为中
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
发展目标的精神动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改
革发展的艰巨任务，我们需要以
创新思维传承和弘扬愚公精神。

以创新思维传承愚公精神
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为民
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愚公
精神引入党内政治生活，成为我

们党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创新
性思维对待传统文化的结果。

以创新思维传承愚公精神
必须聚焦党的任务。当前，全党
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和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以创新思维传承愚公精神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
念。必须牢固树立和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以创新思维传承愚公精神

必须坚定必胜信心。协调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需要在深化改革
中来进行，这会遇到很多困难，
要彻底搬走这些横亘在前进道
路上的“太行王屋”，必须坚定必
胜信心。

以创新思维传承愚公精神
必须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需要做长期的努力。
要立下愚公之志，保持战略定
力，坚定不移地推进我们的事
业。

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不断谱写奋发有为新篇章
——“河南发展高层论坛·传承与弘扬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摘要

愚公移山的故事千古流传，愚公移山

的精神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弘扬愚公移山精神，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和精神价值。

济源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原发地，愚公

移山精神薪火相传。济源市委、市政府历

来高度重视愚公移山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从去年开始，又将每年的 6月 11日确定为

“愚公移山精神纪念日”。

为深入挖掘愚公移山精神的丰富时代

内涵，进一步弘扬这一伟大精神，今年“愚

公移山精神纪念日”期间，“河南发展高层

论坛·传承与弘扬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6

月 10日隆重召开。

论坛由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济

源市联合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就新时代愚

公精神的传承弘扬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

论坛发言摘要刊发，以供读者参阅。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蕴含
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表达着宏大
的价值精神。经过与中华民族
伟大社会实践活动的结合，特别
是经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斗争和新中国建设实践的结
合，愚公移山精神逐渐演变和升
华成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

愚公移山精神的实质是敢
于梦想、不怕困难、苦干实干、锲
而不舍的精神，具有跨越时空的
历史传承性。

新时代需要大力传承和弘
扬愚公移山精神。

传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是宝贵的历史经验。回顾历史，
愚公移山精神转化为强大的物
质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

新时代我们踏上了新征程，
面临新使命、新要求，也面临许
多新矛盾新问题新困难，必须
大力传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
神。

传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需要注重几个问题，倡导几种精
神。

要大力弘扬愚公移山所体
现的敢于梦想精神，防止和克服

缺乏信念或信念不坚定问题。
要弘扬愚公移山所体现的不怕
困难精神，克服畏难情绪和逃避
心理。要弘扬愚公移山所体现
的苦干实干精神，克服空谈现象
和懒惰现象。要弘扬愚公移山
所体现的锲而不舍精神，克服急
于求成心理和短期行为。

传承和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应遵循一些具体路径。思想上
要进一步高度重视，要搞好教育
和宣传阵地建设，通过多种载
体，营造出传承和弘扬愚公移山
精神的良好氛围，使愚公移山精
神“润物细无声”地走进党员干
部心中，走进广大人民群众心
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呼唤愚公移山精神。

民族精神科学内涵包括“四
个伟大”，即伟大创新精神、伟
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
大梦想精神。作为民族精神重
要组成部分的愚公移山精神的
科学内涵，应包括伟大奋斗精
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
神。

新时代愚公移山三个伟大

精神，是一个缺一不可的统一整
体，他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相得益彰。伟大奋斗精
神是核心和本质，伟大团结精神
是基础和前提，伟大梦想精神是
目标和动力。奋斗精神、团结精
神、梦想精神的有机统一，构成
了新时代愚公移山精神的核心
内容。

要弘扬传承愚公移山的奋
斗精神，推进伟大事业进入新时
代。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行伟
大斗争，要贯彻落实十九大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基本方略进
行伟大斗争，要贯彻落实十九大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进行伟
大斗争。

要弘扬传承愚公移山的团结
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思想上深刻认同核心，在
政治上坚决维护核心，在组织上
绝对服从核心，在行动上坚定紧
跟核心。

要弘扬传承愚公移山的梦
想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实现伟大梦想要提高认识，
党员干部要常怀敬畏之心，在净
化政治生态中培养健康心态，在
从严治权中提高自我治理的自觉
性。

愚公移山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 侯远长

愚公移山精神的实质与当代传承和弘扬
□《中州学刊》杂志社社长、研究员 李太淼

《愚公移山》中愚公与智叟之辩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哲学之辩，深入挖
掘其哲学意蕴，对于新时代弘扬愚公
移山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愚公与智叟之辩是天人之辩。
植根于中国大地的愚公移山精神，

集中反映了中国哲学对人与自然关
系的反思，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处理
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愚公与智叟
之辩的基本问题是人在自然界中的
地位，愚公的观点体现了天地之性
人为贵，人是主体，人是目的，在人
与自然界的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
导方面等哲学意蕴。愚公智叟之辨
告诉我们，愚公最难能可贵的精神
就是敢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
过的道路。

愚公与智叟之辩是力命之辩。

力命之辩是天人之辩的进一步展开
和深化，“力”指的是主体的力量，

“命”指的是外在必然性，即环境与规
律。愚公与智叟之辩的核心问题是，
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掌
握在老天爷手里。在这个问题上，愚
公的观点十分鲜明，那就是不认命，
要改造命运，成为命运的主人。愚公
的看法体现了“命由我造、福自己
求”、化“天之天”为“人之天”和“制天
命而用之”的改变命运思想。

愚公与智叟之辩是群己之辩。

与天（天命）相对的人，既以群体的
方式出现，又表现为个人的存在，如
何认识和处理群己关系就是古代中
国哲学的群己之辩。愚公与智叟之
辩的根本问题是认识“小我”与“大
我”的关系、公利与私心的关系，愚
公的看法体现了得民心，汇民智，聚
民力，依靠群众的力量实现改天换
地的梦想。愚公移山之举，可谓大
仁大义，而智叟考虑的则是个人之
得失，远没有愚公在义利问题上的
大视野大格局。

从愚公与智叟之辩看《愚公移山》的哲学意蕴
□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辛世俊

愚公移山的寓言及其所倡导的
精神，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
程和相应的社会精神生活中一再被
提及，尤其是在民族发展的关键时
刻往往发挥着动员和凝聚民族精神

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其蕴含着
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精神，涵盖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
哲学关系，包括现实与梦想、人类与
自然、封闭与开放、逃避与坚守、战
略与战术、量变与质变。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
代的当今，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主
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勇于变革现状的梦想追

求。勇于变革现状树立远大目标，
勇于依靠奋斗创造美好生活，勇于
代表民众集中共同意志。

二是勇于挑战困难的抗争精
神。面对困难不退缩敢于迎难而
上，面对不解不动摇敢于坚定信念，
面对苦累不放弃敢于坚韧抗争。

三是勇于打破封闭的开放胸
怀。主动打破自然封闭开阔视野，
努力消除通行障碍增强交流。

四是勇于担当责任的使命情
怀。勇于担当是领导人格中最重要
的品质。越是困难越能考验人们的
担当能力。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无
私奉献精神。

五是勇于坚持信仰目标的坚定
执着。信仰的坚定来自目标的远大
和美好。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信仰的
代代传承。美好的目标必然能够凝
聚民众力量。

愚公移山精神的哲学依据与新时代解读
□河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桂兰

愚公移山精神鲜明地体现
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首先，愚公移山精神体现了
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面对太行、王屋两座大山
的阻隔，愚公没有选择逆来顺
受、因循守旧，面对智叟的冷嘲
热讽和妻子的犹豫迟疑，愚公没
有动摇退缩、彷徨不前。相反他

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大智大勇，
毅然决然地担负起移山的历史
重任。

其次，愚公移山精神体现了
党的群众路线。愚公为了村民
能够走出大山而“毕力平险”，为
了子孙能够“指通豫南，达于汉
阴”而挖山不止，愚公这种一心
为民、功成不必在我的为民精神
正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鲜明体现。

最后，愚公移山精神体现了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面对
挖山任务之巨，运土工程之浩，
愚公不等不靠不要，动员家人和

乡亲挖山运土，坚持不懈。
新时代践行愚公移山精神

需要注意如下内容。一是树立
目标的时代性，在制定工作目标
和任务时要考虑时代性的要
求。二是完成过程的科学性，坚
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发扬
科学理性精神的有机统一，科学
有效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三是提出任务的
人民性，确立具体发展任务时要
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出
发。四是不忘初心的坚定性，发
扬愚公移山精神，持之以恒。

毛泽东思想和愚公移山精神
□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余保刚

愚公移山的故事既是管理学
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个著名案例，
也是影响管理学发展完善的一个
重要依据。我们研读愚公移山的

故事，既要领略愚公移山的恒心、
毅力、志向、气势，还要感悟愚公
移山精神与现代管理学的契合。

从管理学视角看，愚公有几个
管理学思想特征非常明显，第一
是人本主义管理思想。第二是善
于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作为
管理者这个是必须要拥有的，管
理过程只有做好规划整体统筹，
设定明确可行目标，员工才会有

迹可循。第三，愚公能使家人支
持他看似疯狂的理想，这也是他
独特的人格魅力，任何管理者都
应该具有这种人格魅力，才能形
成管理权威，才能把握住全局发
展。第四，愚公能够坚持不懈，挖
山不止，说明他有自己的既定目
标和执着追求精神，从而有可能
实现管理过程的规范及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

愚公移山精神，具有经久不衰
的思想魅力，具有巨大的激励力
量，即使在经济社会已经进入“互
联网+”时代的当下，愚公移山精
神 仍 不 过 时 。 弘 扬 愚 公 移 山 精
神，说到底就是要像愚公那样，持
之以恒埋头做事，就是要以踏石
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以钉钉子
精神干事创业，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

愚公移山精神与现代管理学的契合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军

东晋张湛《列子注》是现存最早
的《列子》版本，是研究愚公移山故
事的源头性文献。了解《列子注》所

体现的张湛思想，对深入理解愚公
移山精神有重要意义。

张湛注《列子》时明显融入了王
弼的思想，同时也广采魏晋玄学诸
名家如向秀、郭象等人观点，杂取
《山海经》《周礼》《墨子》《淮南子》等
先秦汉魏典籍，在此基础上建构了
属于自己的《列子》阐释体系。

愚公移山是《列子·汤问》中记
录的一个神话故事。尽管这一故事
有其相对独立的思想和精神价值，
但张湛在阐释其内涵时将其纳入了
《列子·汤问》篇以及整个《列子》的
阐释体系中。

例如，张湛认为自然界是无限
的，人的智力是有限的，有限无法认

识无限，强知不如不知；自然之理既
是无法穷尽的，也是人的智力所不
能完全认识的，万物自生自化，因此

“穷达无假于智力”。从这个意义
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在愚公移
山故事中，不违大道的愚公是被赞
美的对象，而“智之所限”的智叟，不
知言知，是被批判的对象。

张湛与愚公移山
□河南电大文学院院长、教授 梁尔涛

愚公移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
和创新性发展的范例。愚公移山寓
言的思想文化含量极高，是远古神
话、道家文化、儒家文化、佛家文化

交融互补的典范。
愚公移山神话反映了征服自

然、改造自然的渴望，代表了早期人
类打破大山阻隔、实现与外界顺畅
沟通、创造美好生活的梦想，从愚公
移山神话中可以捕捉到中华民族精
神的萌芽。如穷则思变、锐意革新
的伟大创造精神，自强不息、坚忍不
拔的伟大奋斗精神，勠力同心、众志
成城的伟大团结精神，志存高远、矢
志不渝的伟大梦想精神等。

愚公移山寓言蕴含着许多道家
内涵。一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
智慧。二是天地无私、多予少取的
胸怀。三是乐观达观的心态、精诚
之至的执着。

愚公移山寓言也可从儒家的视
角加以阐释。《列子》中含有许多儒
家思想成分，愚公身上儒家的精神
特征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入世姿
态、仁爱品德、自强精神等方面。

在儒释道交融互补的文化格局

之下，愚公移山寓言的佛家文化因
素也是不能完全排除掉的，主要包
含大慈大悲、众生平等、勤勉精进。

如果把愚公移山寓言比作一幅
徐徐打开的画卷，那么画卷的开端
是华夏文明源头神秘的、朦胧的、写
意的“淡色”，后来出场的道家为此
通卷罩染上一层浓重的“底色”，儒
家则在“底色”之上施以重彩而渐成

“主色”，画卷的“配色”则是由佛家
提供的。

愚公移山寓言的文化阐释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郑小九

列子是先秦道家重要的代表
人物，在先秦诸子的论述中多有提

及，特别是《庄子》中的《逍遥游》
《让王》《列御寇》《应帝王》等都提
到了列子，所以可以断定，列子其
人是真实存在的一位先秦道家智
者。

“愚公移山”故事来自《列子·汤
问》，这是一篇具有魏晋玄学“贵无
论”特征的文章，“以无释有”是其哲

学本体论建构的基础，即道的存在
是我们理解愚公行为的依据。

“愚公移山”的故事还有一个超
越的认识视角，这个超越的视角有
三个方面的反映，一是对时间认识
的超越；二是对空间认识的超越；三
是对思维认识的超越性。正是基于
这三个视角，所以“愚公移山”的故

事才具有了合理性。
最后，“愚公移山”故事还给我

们提供了生命意义的探讨空间，愚
公所展现的生命意义，从道家来讲
要与道相通，能够在生命的运行中
合道；从儒家来讲，生命的意义又要
积极践行，在积极的践行中实现人
生意义。

愚公移山的形上意蕴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张枫林

愚公精神可从八个层面解
读。

一个回归到自然本我状态
的道家精神的化身。道家所说
的“愚”是质朴、自然的意思，“愚
公”实际上正是一个心虚、腹实、
骨强的本我自然之人。

一个抱一以为式的道家精
神的坚守者。道家讲凝神聚气，

“营魄抱一”。愚公移山，矢志不

渝，不听人蛊惑干扰，而且还要
说服别人坚持，体现的正是道家
的抱一精神。

一个以弱胜强以柔胜刚的
道家精神的典范。愚公和他的
后人把柔弱演化成战胜刚强的
不屈不止的力量，这种力量终将
大山征服，为自己赢得了出路。

一个身在苦境而心怀万众
的道家精神的表率。愚公之德
就像《道德经》所赞扬的水之德，
于苦境之中不言苦，反倒是心怀
万众的生计与福祉。

一个功成而弗居的道家精
神的成功者。愚公劈山开路，遂
有通衢，但愚公言功不言己，言

利以达人，这也是道家的一种高
尚品德。

一个不知老之将至的人。
道家崇老，所以虚拟的愚公自然
是个老者。但道家的成功是从
来不讲时间长短的，所以老不是
个问题，关键是老而有没有精
神，老而有没有境界，老而有没
有坚持。

一个自然而乐观的人。成
功是一个时间问题，也是个自然
而然的问题，只要努力着，就会
成功，这就是道家的逻辑。

一个不逞己力而善用众力
的人。愚公移山，聚室而谋，聚
众之力，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愚公精神的解读
□郑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保国

新时代要以创新思维传承愚公精神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部副主任、副教授 卜万红

愚公移山是我们的先辈为
我们提供的公共文化和精神遗
产，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核与我们
华夏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
品格、民族力量高度契合，或者
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品
格的形象表达。

愚公移山精神的重要意涵
有三个要素。

第一是鲜明而高远的志向，
或者说是宏大而实事求是的战
略目标。愚公的志向就是移走
太行、王屋二山。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提出
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描绘
出一个既雄心勃勃又具体翔实
的路线图。

“愚公移山”意涵所传输出
的第二个要素，是持之以恒的
行动和坚不可摧的毅力。其表
现就是全家动员，挖山不止，这
辈子干不完，还有儿子，儿子之
后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挖山不
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
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伟大工程，

必须推进伟大事业。
愚 公 精 神 传 输 出 的 第 三

要素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愚公团结率领全家老小、子子孙
孙，形成合力，矢志不渝地投入
移山工作之中，排除万难，争取
胜利。

党的十九大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正是这种以
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崇高理念，
形成了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
这种向心力铸就了一个全党团
结的同心圆、一个中华民族大
团结的同心圆、一个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心
圆，推动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砥
砺前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需要愚公精神

□中国民协顾问、河南省民协名誉主席 夏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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