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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论语》
2019年6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第

五次峰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引用了《论语》中的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该句意为：君子要专心
致力于根本的事物，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
也就产生了。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
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论
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
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论语》与《大学》《中庸》

《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
“四书五经”。

现存《论语》共 20 篇，492 章。每篇篇名取自
正文开头，或“子曰”、“子谓”后首句的前二、三字。
按照习惯,通常把前10篇称为“上论”,后10篇称为

“下论”。《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
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论语》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

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
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

《孟子》《中庸》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
位日益提高。元代延佑年间，科举开始以“四书”开
科取士，此后一直到清末废除科举之前，《论语》一
直是学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习近平在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儒学经典
《论语》名言。比如：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2019年6月12日，
习近平主席在塔吉克斯坦《人民报》、“霍瓦尔”国
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的
署名文章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
谓之学矣。”——《论语·学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2018年6月
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学而》
“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2017

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
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
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季氏》

“义以为质”、“信以成之”——2016年6月17
日，习近平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题为《推动中波
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
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

“ 其 身 正 ，不 令 而 行 ；其 身 不 正 ，虽 令 不
从”——2015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论语·子路》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2014 年 9 月 9 日，

习近平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讲话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

于我哉？”——《论语·述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013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
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2012 年 12 月 5
日，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据人民网《一个月内多次出访 习近平引用
了这些诗词典故》、中国社会科学网·学术经典库
《论语》等综合整理）

习 近 平 在 参 加 内 蒙 古 代 表 团 审 议 时 强 调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 5 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
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
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
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
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
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
造美好生活，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
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
政治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内蒙古代表团审议热烈，气氛活
跃。张磊、郭艳玲、贾润安、王晓红、冯艳
丽、赵会杰、史玉东等 7 位代表分别就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草原
生态建设、煤化工产业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
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为实现高
质量发展贡献航天力量、推进乡村振兴、
振兴民族奶业等问题发言。习近平不时
插话并记录。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
了发言。他首先表示赞成政府工作报
告，肯定内蒙古一年来的工作，希望内蒙
古的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切实履行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
产业安全的重大政治责任，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把祖国北部边疆风景线打造得更
加亮丽，书写新时代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2021年，我们全面推进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们隆重庆祝
建党一百周年，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召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并作出党的第三个
历史决议。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新征程。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科学精
准、动态清零，慎终如始抓好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
持全球领先地位，“十四五”实现良好开
局。我们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为世界
奉献了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
会，我国体育健儿奋力拼搏，取得了参加
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这些成绩对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习近平强调，回顾新时代党和人民
奋进历程，我们更加坚定了以下重要认
识。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只要
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就一定能
够确保全党全国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
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守正创
新、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形成风雨来
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二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由之路。只要始终不渝走中国特
色
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实
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推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团结奋斗是中国
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只要在
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
志成城，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就
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
战，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的奇
迹。四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
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只要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
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力，在日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
来。五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
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办
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
从严治党。只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
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
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
肌体的病原体，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党
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各民族团结和谐，则国家兴旺、社
会安定、人民幸福；反之，则国家衰败、社
会动荡、人民遭殃。党中央强调把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
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
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习近平强调，内蒙古的今天是各族
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内蒙古的明天仍
然需要各族群众团结奋斗。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既要做看得见、摸得着
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润物细无声”的
事情。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
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
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
有感、有效。各族干部要全面理解和贯
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自觉从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的高度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只要
是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
作就要多做，并且要做深做细做实；只
要是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事情坚决不做。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工作要求贯彻落实到全区历史
文化宣传教育、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城
市标志性建筑建设、旅游景观陈列等相
关方面，正确处理中华文化和本民族文
化的关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夯实思想文化基础。

习近平指出，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

区，在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上担负
着重大责任。要见微知著，增强忧患意
识，提高战略思维，有效防范民族工作领
域的各种风险隐患，切实筑牢祖国北疆
安全稳定屏障。

习近平特别强调，要统筹抓好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各项举措，完善常态化防控和突
发疫情应急处置机制，突出口岸地区疫
情防控这个重点，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
性反弹的底线。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
国情，按照国家“双碳”工作规划部署，增
强系统观念，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
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在
降碳的同时确保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粮食安全，保障群众正常生活，
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要始终保持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坚决
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要把严
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加快推动党
内政治生活全面回归健康规范的轨道。
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常
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把学党史、用党史作为终身必修
课，不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政治自觉，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加信心满怀地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丁薛祥、何立峰等参加。

来源：学习强国

习近平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

曾谈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
《孔子家语》最早见著于《汉书·艺文志》“六艺

略”之《论语》类，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
言行及思想的重要文献，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
学派的珍贵资料。《孔子家语通解》2009 年 4 月由
齐鲁书社出版，本书由“前言”、“序说”、“原文”、

“注释”、“通解”等部分组成，在坚持学术性第一
的原则下对《孔子家语》进行了分段、注释、翻译以
及解读，资料全面，序说及注释科学严谨，也注意
了行文的晓畅易懂，具有较高的普及价值及学术
价值。

《论语诠解》是近年来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论
语》解读类图书之一，由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杨朝明先生主编。“诠解”，即“诠
释”与“解读”。《论语诠解》体例按照《论语》通常
分篇分章，每章先“原文”，次“诠释”，再“解读”。
本书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通读《论语》、研究孔子
和儒家思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读本。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曾来到山东曲阜孔
府考察。在参观孔子研究院时，他看到《孔子家语

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便拿起来翻阅：“这两
本书我要仔细看看。”此后，在与有关专家学者代
表座谈后，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
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
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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