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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中国传统社会有/ 保民爱 民0的 民本思 想, 但传统等 级制度 下的民 本思想 实质上 是/ 使民 之道0 。

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 是以人民为本, 实现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实现 以人为本, 必须打 碎等级桎 梏,
解放民本精神, 破除官本位意识, 实现人的独立平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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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 而中国社会

治。西周初年周王发布文诰说, 国家统治者是承受

有着深厚的民本传统。/ 以人为本0 如何对待/ 民本
传统0? 今天的/ 以人为本0是否就是对过去/ 民本传

天的命令来进行统治的, 然而天只选择有/ 德0的贵
族作人间的统治者, 只有有/ 德0的统治者才有资格

统0的现成搬用呢? 如果说是, 那又何必另取/ 人本0

来配祀上天。这样, 就在/ 天命0 之外, 又多了一个

新词而不用/ 民本0 旧语, 其意何在? 如果说否, 那

/ 德0, 来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 德0 的重要内容
就是/ 保民0, / 天子作民父母, 以为天下王0 ¹ , 只有

/ 以人为本0与/ 民本传统0的本质区别在哪? 二者如
有本质区别, 那今天的/ 以人为本0是否就是对过去
/ 民本传统0的简单抛弃呢? 如果说是, 那否定消除

/ 保民爱民0的、
像父母恩育子女那样的/ 天子0, 才能

掉/ 民本0 即是/ 以人为本0? 如果说否, 那/ 民 本传
统0的现代价值在哪? 如果今天的/ 以人为本0 对过

身上/ 翻天作地0的巨大力量, / 小民方兴, 相为敌仇。
今殷沦丧, 若涉大水, 其无津涯0, 方兴未艾的民众起

去的/ 民本传统0, 既不是现成搬用又不是简单抛弃,

义使得殷商政权沦丧覆灭, / 降监殷民, 用 È 仇敛, 召

那究竟又该继承哪些、
抛弃哪些、克服哪些、保留哪

敌不怠, 罪合于一0 º, 如果统治者不体察安定民情,

些? 如何实现/ 民本传统0 的现代性创造转化, 为今
天的/ 以人为本0 创建起跳平台? 对这些问题 的回

一味横征暴敛, 树敌太多, 民众会把仇恨集中到统治
者的身上。周统治者看到民众身上具有颠覆政权的

答, 直接影响着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现代化进

巨大力量, 认识到/ 民心无常, 惟惠之怀0, / 天视自我

程的全面推进, 不得不加以认真研究。

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0, / 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0 » , 只
有/ 惠民0、
/ 从民0, 视听民心民情, 才能配天受命, 从

一、中国 传统社 会/ 保民 爱民0 的 民本
思想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发轫于成周。周朝借鉴

为/ 天下王0。经/ 汤武革命0, 周统治者已看到民众

而得出了/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0的结论。成周/ 敬德
保民0的观念, 是中国政治思想脱离宗教政治观的开

殷商灭亡的教训, 为稳固自身统治, 避免重蹈覆辙,

始。至春秋时期, 天命神权观更加动摇, 出现/ 重民
轻神0的思想。随国大夫季梁提出/ 夫民, 神之主也0

提出了/ 以德配天0的观念。周统治者一方面仍极力

的命题, 认为民是主, 神是从, 统治者惟有/ 先成民而

宣传/ 有命在天0, 继续利用宗教的威权来神化统治
的合理 性; 另 一方面 也认 识到/ 皇天无 亲, 惟德 是

后致力于神0, 才能/ 有福0。另有东周 的史嚣提出
/ 神, 依人而行0的观点, 认为/ 国之兴, 听于民0。史

辅0, 只有/ 疾敬德0、/ 克明峻德0, 才能稳固政 权统

嚣强调神意要以民意为转移, 比季梁更进一步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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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的作用。春秋时期/ 重民轻神0思想的出现, 正

众忧乐相通。/ 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

是人民力量进一步壮大的反映。

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

至春秋末年, / 礼崩乐坏0, 政治统治的危机严重
而普遍。所以如何争得民众的信任、
支持和拥护, 就

未之有也0; ½ / 桀纣之失天下也, 失其民也; 失其民
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 得

成为统治者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主题。在这个新旧

其民有道, 得其心, 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

交替、
方生未死的时代, 孔子和墨子分别就政治生活

聚之, 所恶勿施尔也。
0 ¾ 孟子的/ 仁政王道0是/ 不忍

中的民众问题, 从不同的立场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
点。孔子站在贵族阶级立场, 主张/ 亲亲而仁民0 的

人之政0, 这个/ 不忍人之政0 来源于/ 不忍人之心0,
/ 以不 忍人之 心, 行不忍 人之 政, 治 天下 可运 之掌

/ 德化0、
/ 礼治0, 5论语6提出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要求

上0。孟子所谓/ 王道0, 即通过君主以/ 不忍人之心0

来规范统治者的行为举 止、品德修 养和治国策略。
/ 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齐之

与民同忧同乐, / 施仁政于民0, 而/ 得民心0、/ 得天
下0, / 保民而王0。荀子以/ 天道0限/ 君0, 提出/ 从道

以礼, 有耻且 格0, 以 道德 规定政 治, 主张/ 为政 以

不从君0的命题。/ 天之生民, 非为君也; 天之立君,

德0, 因为道德教化不仅能使民众不犯政刑, 而且可

以为民也0 ¿ , 天之所以立一个/ 君0 出来, 是为/ 民0

以使民众对统治者有自觉的亲和力; / 德化0的最高
理想是/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0, 从统治方略上提出了

的, 所以臣子最重要是遵从/ 天道0, 为/ 生民0考虑,
而不是盲从/ 君意0。后有董仲舒/ 屈民而伸君, 屈君

/ 施民济众0的政治理想; / 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

而伸天0, 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上树立绝对君权, 君是

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0, 统治者应爱惜 民力, 顾 及民

民的绝对统治 者; 同时又把儒家一 贯讲的/ 仁义道

时; / 使民, 敬、
忠以劝。临之以庄则敬, 孝慈则忠, 举
善而教不能则劝0, 从仪态、
行为、
治策对统治者自身

德0上升到宇宙论的高 度, 用/ 天意0 来制约绝对君
权。宋明理学以伦理为本体, 有意识地把特定的封

提出/ 庄0、
/ 孝慈0、/ 举教0等规 范要求; / 其养 民也

建秩序当成统治宇宙的至上法则。明清之际/ 天崩

惠, 其使民也义0, 提出以/ 义0使、
以/ 惠0养的导民方
法; / 上好礼, 则民易使0, 提出为上者趋好礼治, 民众

地解0, 出现了某些越出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
识, 提出了民主法治的朦胧理想, 主张用/ 天下0来制

就易被役使的观点。孔子主张德政礼治, 反对过分

约君权。王夫之主张/ 循天下之公0, / 不以天下私一

残暴地剥削压迫劳动人民, 保留了原始民主和原始

人0; 黄宗羲从/ 天下之利0出发, 提出/ 天下为主, 君

人道精神。墨子从小生产者利益出发, 主张/ 强本节
用0、
/ 兼爱利民0, 提倡/ 兼相爱, 交相利0。墨 子认

为客0的命题, 主张/ 以 天下之法0 代替君主专制的
/ 一家之法0, 开始从制度着眼来限制君权, 改变了理

为, / 为政之本0要直接服务于人民生活需要这个总

学只希望去约束君主个体动机和心意的做法, 提出

¼

目标, / 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0 。
/ 中0国家人民之/ 利0, 为天下百姓/ 兴利除害0, 这是

/ 置相0、
/ 设学校0等接近于近代民主的观念。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 表现为三个方面的

符合/ 义0的行为, 也是/ 兼爱0行为。/ 利民0即是/ 贵

历史进步意义。首先是反抗暴政。儒家思想承认民

义0, 即是/ 兼爱0。墨子思想以现实功利为基础, 反

众有权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反抗统治者的残酷压迫,

映了古代平民阶层对于自身力 量和利益的自 觉言
论, 更富有古代民主的色彩。

颠覆统治者的残暴政权, 重新选举有德的君主来治
理国家。儒家认为/ 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0, 民

至战国/ 诸子时代0, 民本思想的突出特点就是

众推翻暴君暴政的/ 革命0是/ 顺天应人0的行为。因

深入探讨君民关系问题。由春秋时期的/ 神民关系
问题0转化为战国时代的/ 君民关系问题0, 是民本思

为像桀纣这样/ 贼仁贼义0的暴君, 只能叫做/ 独夫0,
/ 闻诛独夫纣矣, 未闻弑君也0 À 。/ 放桀诛纣0不能

想的深化, 开始触及实际政治生活中最高权力者的

说是/ 弑君0的不义行为, / 失德失民0 的君主就不能

约束问题。5礼记#缁衣6 以/ 心0、
/ 体0喻君、民, / 民

称其为/ 君0, 民众有权推翻他, 另立有/ 德0者为君。

以君为心, 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 君好则民欲
之。故心以体废, 君以民亡0, 肯定了君民/ 心 体相

儒家民本思想承认/ 汤武革命0 的合理合法性, 这在
传统社会是鼓舞民众起来反抗暴政、争取人身生存

依0的 关系, / 君0 是主宰/ 民0的/ 心0, 但/ 民0 作 为

的精神依据, 对统治者起着强大的震慑作用, 减少抑

/ 体0一旦/ 废0, / 君0也就随之而亡。孟子提出/ 民为
贵, 君为轻0的思想, 主张/ 保民而王0, 要求统治者实

制了统治者/ 虐民残民0 的暴行。其次是限制君权。
传统社会的进步思想家利用民众力量对统治者的震

行/ 仁政王道0, 以/ 仁爱0之心去对待民众, 与广大民

慑作用, 劝告统治者要修君德、
养仁心, 要体察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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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民心、
爱惜民力, 亲民、爱民、惠民、
保民, 用/ 仁

下, 莫非王臣0, 皇权对全国范围内的臣民享有极大

德0、
/ 民心0、
/ 天道0、
/ 天意0、
/ 天下0等民本观念来

的强施职役的权力。各级官吏分别通过血统、
军功、

限制君权, 这在传统社会对君权滥用起了一定的约

科举等途径, 经君主赐予或认可而取得合法权力, 享
有各种特权, 行使对 社会控制的职 权。/ 对农民来

束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广大民众的意愿和呼
声。再者是裁量政道。民本思想在传统社会, 要求

说, 在人身依附关系上丝毫不能说是-自由. 的, 他一

君要有/ 君德0, / 保民而王0, 官要有/ 官德0, / 为民作

方面是封建国家所支配的劳役地租的贡纳者, 一方

主0, 这表现在政治实践上就是要/ 为政以德0。以仁

面也是地主阶级的-私属. 0 。农民被束缚于等级
制度之下, 身受封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没有人

道行德政, 则会/ 得民心0而/ 天下治0; 以霸道 施暴
政, 就会/ 失民心0 而/ 乱天下0。用民心向背来裁量
政道得失兴亡, 迫使统治阶级制定一些/ 省刑罚、薄
税敛、轻徭役0的/ 宽民养民0政策, / 让利于民0、/ 与
民生息0, 这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客观上减轻
了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二、传统等级制度下的民本思想, 实质上
是/ 使民之道0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 是统治阶级对政治
生活中民众力量的一种认知。统治阶级看到了民众

Â

身自由。官僚阶级不仅从经济政治上统治人民, 而
且从思想心理上统治人民。董仲舒通 过神学目的
论, 从理论上论证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
的等级统 治秩序, 把封建的/ 三纲五常0 上升为/ 天
意0。宋明理学将封建专制主义和伦理道德观念抽
象化为/ 天理0, / 天理0 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不平等的
等级秩序。统治阶级为了鼓吹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
性, 从先验论出发, 在所谓的先天人性中直接划分出
品位等级。官僚统治者自认为具有/ 圣人之性0, 而

身上蕴藏着/ 载舟覆舟0 的巨大力量和作用, 认识到

广大民众或是/ 斗筲之性0的小人, 或是必须经过/ 加
工0才能成其为人的/ 中性之民0。

只有/ 保民0才能/ 自保0, 只有/ 爱民0才能延续、
稳固

传统等级制度下的广大民众, 没有人身的权利

自身的统治。但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架构是等级制
的, 在传统等级制度下的民本思想, 实质上只是/ 使

和自由, 受到等级特权的残酷压制和剥削, 在社会关
系上是特权阶级的附庸。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 实

民之道0, 是民众如何为统治阶级所用、所使, 以最大

质上是/ 使民之道0, 民众只是等级秩序的使用工具。

限度发挥专制统治功能的问题。

等级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并不讳言/ 使民0, 尊卑上下

传统等级制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 强调尊卑上
下的等级秩序,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受到宗

的统治秩序就是把/ 民0当工具来/ 使0的, 统治者压
根就把民众看作是自己统治的工具而已。而且, 民

法和官僚的双重压迫。宗法礼制是以血缘家长制为

能为己所使、
所用, 在统治者看来, 这正是他自身/ 有

基础的等级制度。礼以别尊卑贵贱, 由亲亲而尊尊,

道有德0、
/ 爱民如子0的体现。正是从/ 如何使民0的
目的出发, 统治者才/ 重民0、
/ 保民0、
/ 爱民0的。/ 重

强调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的既定秩序。孔子讲/ 仁0,
目的是复/ 礼0, 即恢复血缘的宗法礼制。/ 克己复礼

民0是为/ 使民0, / 爱民0是为/ 用民0, / 保民0是为/ 自

为仁。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

保0。统治 阶级在刀光剑影、鼓角争鸣 的盛衰兴亡

动0 Á , 仁就是以/ 礼0约束自己, 人的一切行为, 无论

中, 看到了广大民众身上潜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 所
以不得不重视民众问题; 统治阶级重视民众问题的

视听言动, 都要严格遵守氏族贵族的宗法等级秩序。
孔子认为, 为政首先必须正名, 因为名不正, 则言不
顺、
事不成、
礼乐不兴、
刑罚不中、
民无所措手足。那

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 所以重民

孔子要正的名是什么呢? / 名0就是宗法礼制所规定

问题就变为了使民问题, 即如何避免民众对统治秩
序的破坏而顺从地为等级秩序所用的问题。统治阶

的等级名分, 就是/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0的等 级秩

级从来不会把社会的统治权/ 禅让0给更有创造力量

序。/ 仁0被限定在/ 礼0 的框架内, 践仁就是自觉地
遵循/ 礼0的社会规范, 自觉地履行等级制度所规定

的民众, 人民的权利都是靠斗争得来的。统治阶级

的义务, / 为臣止于忠, 为子止于孝0。/ 礼0 窒息了

只会提防人民群众颠覆政权的破坏性, 而不容许人
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建设性。/ 然则儒家主

/ 仁0。

张民权之论据有之乎? 曰: 亦无有也。民权云者, 人

秦汉以后, 庞大的官僚系统控制了社会和个人,
各级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权残酷奴役人民。官僚制社

民自动以执行政权之谓也。儒家虽言得民而王, 得
乎丘民为天子。要之, 以民为受治之客体, 非能治之

会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 普天之

v
主体也0。l
梁启超认为, 儒家的/ 民本0并不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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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权0, / 民0在等级社会只是作为/ 受治之客体0 而

征是按照预先提出的阶层范本和礼仪准则构制的。

存在, 而不是作为/ 能治之主体0自动执行政权。在

传统社会的人没有独立性, 个人必须纳入到等级秩

传统等级制度下, 人民是没有真正的权利的。传统

序中才为社会所认可接受, 一切游离于既定秩序之
外的个人的东西都会引起怀疑和谴责。当代中国的

社会中两个/ 铁的事实0 ) ) ) 广大民众力量的不容忽
视和等级特权利益的必须维护 ) ) ) 就决定了传统民

以人为本, 首先就是冲决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 使人

本观念只能是/ 使民之道0。/ 保民爱民0是手段, / 使

挣脱等级制度的人身束缚, 从身份社会走出来, 使个

民用民0才是目的, 并且这种/ 使用0, 只是把人民群

人从血缘纽带和权力意志中解放出来, 而获得独立
性。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 消灭了人压迫人、

众看作是维护、加强统治阶级地位的工具。
既然/ 使民用民0 是目的, 那为了达到使用民众
的目的, 除了/ 保民爱民0的手段之外, 还有/ 愚民治
w
l


民0的手段。孔子说: /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0 ,

人剥削人的旧制度, 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
的不平等, 在法律上、
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在经济、政
治、
法律、
文化、
社会上根本地位的平等, 从制度架构

民众只管引导驱使即可, 不必使他 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统治阶级看来, / 民之难治, 以其智多0, 一旦

上打碎了传统 的等级制度而实现了人 的平等和独

民智大开, 就会增加使用的难度, 而/ 天下从此多故

独立意识、
平等意识逐渐增强, 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
是以确认人的独立性为前提、
以保证平等交换为运

矣0。孟子也说: / 以佚道使民, 虽劳而不怨0, / 或劳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也使人们的

力, 或劳心。劳心者, 治人; 劳力者, 治于人。治于人
x
者, 食人; 治人者, 食于人0 l
。孟子的/ 民贵君轻0,

行规则的。但几千年的封建史、几千年的官僚制, 给

实质上只是个幌子, 重者实轻, 轻者实重, / 重民0 是

统的尊卑等级观念在现阶段仍然存在, 还残留在社
会的心理意识层面。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 就表现

为了/ 虽劳而不怨0的使民, / 轻君0是为了使等级秩
序的政权基础更稳固。传统社会只有/ 治民0, 没有
/ 民治0。儒家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 论证了等级

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传

为/ 官本位0的价值观念, 即把官位大小作为衡量人

秩序的合理性, / 君者, 出令者也; 臣者, 行君之令而

的价值、
成就、
地位和形象的标准。/ 官本位0是传统
的等级制度遗留下来的陈腐意识。等级森严的官僚

致之民者也; 民者, 出粟米麻丝、
作器皿、
通货财以事

制和尊卑上下 的封建伦理秩序, 使 人们形成了/ 唯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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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者也0 。统治者的职责是在上发号施令, 而广

上0、
/ 唯官0的传统心理。未做官的想做官, 做了官

大民众的任务则是尽力创造财 富来供给统治 者享
乐。中国儒家虽有/ 保民爱民0的民本观念, 但没能

的想做大, 以官为尊, 以官为贵。/ 官本位0意识的根
源是社会特权的存在。传统等级制度 下的官位大

超越它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从统治阶级立场强

小, 就意味着特权行使范围的大小, 就决定着占有社

调等级秩序的合理性, 是为维护等级特权利益服务

会财富的多寡、
支配他人能力的权限和受社会尊重
的程度, 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社会声望等

的。传 统 社会 的 等 级制 度 把民 本 精 神沦 为 民 用
观念。

三、
实现以人为本, 必须破除等级观念,
解放民本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虽有/ 保民爱民0的民本观念, 但
等级秩序的制度架构窒息了民本精神, 使/ 民本0 沦

直接相联。/ 官本位0意识在当今的凸显, 说明等级
特权的观念还未消除, 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官与民、
干
与群的实际社会地 位还有悬殊, 人们还把当 官、从
政、
走仕途看作是提高生活水准、获取心理满足、追
求自我实现的最佳选择。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反对形

为/ 民用0。实现以人为本, 必须打碎旧的等级制度,

形色色的不平等现象, 反对扩大人与人之间地位的
差别。

清除残留的等级观念, 把民本精神从等级桎梏中解

要破除/ 官本位0思想,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

放出来, 实现民本传统的现代性创造转化。
传统等级制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 个人没有独

为民。破除/ 官本位0, 不是不让人做官, 而是教人如

立性, 束缚了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个体被家族关

何为官。当官是为人民服务的, 因为官位职权是人
民通过法律程序授予的,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系、
阶级关系所钳制, 人的社会身份就像他的肉身一

为官行政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官员没有

样铁定, 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相应的价值体系, 每一
个个体都必须知道自己的位置。人的社会地位, 乃

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殊权力。为官者, 司的是社会公
众管理的职, 而没有高于其他社会职责的特殊地位。

至行为细节完全是由等级秩序预先规定的, 人的特

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 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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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任何高低贵贱之分。以人为本, 就是以人民

主人, 而不再听命于特权阶级的权力意志, 不再企求

的利益为本, 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

于当官者的恩 惠施舍, 不再把自己 的命运系在/ 圣

利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 加快政府职能的服务型转变, 权为民所用、利为

君0、
/ 贤相0、
/ 清官0的身上。社会主义从制度、法律
上保证了国家政权的人民性, 人民有权运用自身的

民所谋、
情为民所系,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以人为本0

力量来组织管理 国家社会, 创造美好的幸 福生活。

的执政理念和价值取向。

传统社会的/ 民本0思想, 以等级制度下的人身依附

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 是真正的以人民为本, 以
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代中国的以人

为特征, 而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是在独立平等的基
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

为本与传统社会的民本思想有着本质区别。传统社

使/ 民本0沦为/ 民用0, 而社会主义制度把民本精神

会的民本思想, 是为维护特权利益和等级秩序服务
的, 而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是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

从等级桎梏中解放出来, 创造了人们平等发展、充分
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清

众的根本利益。传统社会的/ 民本0, 实质上是/ 使民

除了制度障碍。

之道0, 人民还是作为工具被统治阶级利用着, 有本

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自觉、丰富、
全面的社会关

之名而无本之实。当代中国的以人为本, 是把人民
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

系中才能真正获得。我 们党站在时代 和历史的高
度, 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把促进人的全面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把促进人

发展作为当代 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目 的和价值取

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 是真正的以

向。科学发展观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民为本。传统社会的/ 民本0, 寄托于统治者的/ 仁
政0, 祈望于当权者的/ 仁心0, / 唯目望于仁政于其君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当代中国将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社会实践中, 既创造丰裕的物质

上也, 如遇仁焉者, 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焉者, 则为之

生活, 又创造丰富的精神生活, 通过创造全面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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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肉0 , 没有现实基础和制度保障。当代中国的以
人为本, 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人成为国家和社会的
注

关系而全面地创造自己的本质, 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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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based tradition and man-based conception
WANG Ying- jie
( Department of Social S ciences, Party School of H ebei Commit tee of CPC,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Abstract: Whereas the Chinese t radit ion values hig hly the man- based concept of favoring the people, t he
hierachical syst em has long featured in t he ruling of the people. How ever the current man- based conception actually bases t he most ex tensively on t he benefit of t he mass, shat tering the hierachical bindings and officialdom,
and realizing t he equality to a largest ext 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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