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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 ，天地之序也 。中国是历史悠久
的礼仪之邦， 礼乐文明源远流长，至
少可以追溯到 3000 多年前的周公制
礼作乐。

随着汉语的发展，“礼仪”一词逐
渐包含了礼和仪的含义。因为“礼”字
诞生更早、影响力更广、重要性更大，

所以多可用礼来指代礼仪。

古代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虽然
没有西方式的国际法来对国家间关
系进行约束，却孕育出了一套颇具东
方特色的国际规范 ， 我们可称之为
“天下礼”。

“天下礼”的礼节内涵、仪式的根
本基础是国内礼仪思想和制度的发
展 ，包括各国礼典 、国际习惯和一般
礼仪原则 ，核心是 “五礼 ”之一的宾
礼 。在操作过程中 ，主要由礼部等政
府机构负责管理和实施，并被详细记
录在历朝历代的文献中。

进入 21 世纪， 世界局势处在分
化动荡之中，许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
乱局频频出现且层层叠加 ， 不稳定
性 、不确定性 、不可预见性俨然成为
常态。这就需要中国保持充分的战略
定力和战略自信 ，因地制宜 、因国而
异 、因时求新 ，既要判断好西方国家
和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变化趋势，又要
用及时、必要的变通和调适来防止异
变，确保的方向是“稳中求进”。

那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中国之礼能够对全球治理贡献什么
独特良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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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小传 看到礼尚往来的繁荣景象，也体会求同存异的精神内涵

在东西方国际秩序的交锋中，“礼和天下”理念受到冲击

“西降东升”的总体格局，正在强化“南来北往”主流趋势

大国要注意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

先来回顾历史，自唐宋开始，宾礼和其他重
要礼仪一起就实现了礼典化，主要由礼部统筹负
责。施行礼宾的过程具有庄重、严密的一套程序
安排。譬如，历朝历代对朝贡国家的贡期、贡道、

贡物、朝贡规模等都有明确规定，都详细地记录
在案。

这些成文的礼仪规范， 一方面记录在历朝
历代的根本典章之中，如《唐会要》《宋会要》《元
经世大典》《明会典》和《清会典》；另一方面记录
在独立的礼仪典章之中，如《大唐开元礼》《政和
五礼新仪》《大金集礼》《明集礼》和《大清通礼》。

其他东亚国家也会据此制定本国的礼典， 并对
如何实行宾礼进一步予以规范， 如朝鲜王朝的

《国朝五礼仪》。

同时， 负责管理和推行宾礼的礼部或理藩
院，还负责转呈属国国王的奏疏，办理属国的册
封、修贡、进贺、告丧等事务，某种程度上承担了
外交部门的功能和角色。

例如，明朝在中央设礼部主客司，具体主管
朝贡事务；设立鸿胪寺，掌管朝会、册封等方面的
礼仪；设立行人司，奉命对朝贡国国王进行诏谕、

册封、赏赐等外交事务；在京师设立会同馆，负责
接待各国朝贡使者；设立四夷馆，承担翻译事务；

在广东 ，福建 ，浙江等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 ，负
责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别表文、勘合真伪
等事宜。

许多流传至今的图像资料，还进一步展现了
古代宾礼的演变历程。比如，《职贡图》是中国古
代绘画的一种特殊门类，生动记载了外国外交使
节来华交流的情境。

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职贡图》是南朝梁萧绎
所绘，此后历代相沿，代表性作品包括唐朝阎立
本《职贡图》、宋代李公麟《万国职贡图》、元代赵
孟瞓《贡獒图》、明代仇英《职贡图》、清代《皇清职
贡图》等。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礼尚往来的繁荣
景象，也能体会到求同存异的精神内涵。一个规
律是，实力逐步壮大使中国具有越来越高的国际
威望，也叫“天下正统”。但是，中国并没有成为霸

权国或者殖民国，而是运用更多能力和意愿在国
际层面推行礼治。

随着理念构建的礼治原则、权力运用的礼仪
逻辑、利益分配的天下礼制不断发展成熟，“天下
礼”进入规范的礼典化和组织化进程，内涵不断
深化、形式愈加丰富。在各国普遍接受的基础上，

整个东方秩序就得以保持在稳定和平的状态。正
所谓，“礼之用，和为贵”。

然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给原本较为封闭的
东方世界带来了不少“意外”。从西方远道而来、

风格迥异的人员及其思想、传统、技术、货物等，

逐步引发东西方国际秩序的剧烈碰撞，典型标志
便是两次“礼仪之争”。

应该说，中国传统礼仪具有两面性。五四运
动时候批判的“礼教吃人”，还有通过三跪九叩将
君臣关系扭曲成主奴关系，就是封闭僵化、不与
时俱进、违背礼义精神本质的糟粕部分。

但从大的层面来讲， 根据经学与美学的诠
释，中国之礼具有四大价值追求：节制人性、达到
仁爱、实现有序、促进和谐。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第一个礼便是葬礼 。

对于葬礼，古人不只是注重仪式，而更加注重对
人的尊重 。同时 ，要求大家恰当地表现情绪 、节
制情感。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频繁的战
争。战争让国家分崩、让家庭散落，故儒家提倡人

与人之间的仁爱、国与国之间的仁爱，以进入一种
真正和谐的状态。在这个方面，礼无疑可以发挥积
极、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与互惠。

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角度来看，礼与权力
可以建构三组关系，分别是展示权力、建构权力
和维系权力。

在外交层面，现代外交礼仪是各国展示权力
的重要途径。从宏观层面来看，现代外交礼仪是
国际行为体开展对外关系、实施外交政策、实现
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全权代表达成协议
后，在其获得批准成为法律之前，还要经过外交
礼仪的强化，如举行隆重的仪式。从微观角度来
看，现代外交礼仪主要用来协调主权国家及相应

国际行为主体代表的顺序，并根据代表受到承认
的级别不同，对其予以区别待遇。

礼仪建构权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通过礼仪
程序来建构政治合法性。 在传统的西欧秩序中，

帝王往往需要得到教廷的加冕礼，才能获得国际
政治的合法性。传统东亚秩序中，国际合法性的
构建趋同于国内合法性的构建，即通过复杂的礼
治化途径来实现。到了清朝，中国对周边政权的
册封礼仪已发展得非常完善和庄重。

通过组织、 举行和控制仪式来维系权力，往
往具有以下几种特性：政治权力常常具有剧烈变
动性，礼仪则具有相对稳定性；礼仪本身具有弹
性， 可以为政治行为的长久延续提供一套办法；

礼仪制度革新的延迟性，使得权力的变革过程不
那么激烈和暴力； 礼仪具有较长的生命周期，可
以有效维系权力分配。

比如在清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督抚执行宾
礼的方式，大致以《仪礼·觐礼》为原则，遵守六项
程序，并由中央和地方各自执礼。

但是，在晚清东西方国际秩序发生激烈交锋
的过程中，传统的“礼和天下”理念也受到了巨大
的冲击。例如，对于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觐见乾隆
皇帝的礼仪之争，两国僵持不下。清政府原本希
望西方各国服从传统东亚秩序的各项礼仪规范，

但在遭遇强硬拒绝后，清政府不得不在礼仪方面
进行了妥协，选择调整宾礼的弹性方案。

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从三个方面来
切入，这其实也是三对主要矛盾。

第一，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
战爆发之前， 西方列强牢牢占据全球主导地位，

“西升东降”格局达到顶峰。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
的危害是全方位的，“西降东降”趋势逐渐显现。

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分庭抗礼。同时，民族独
立运动兴起， 世界经济总量以乘数效应增长，非
西方世界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从“西降东降”到“西升东升”，是近代以来人
类发展的“触底反弹”。

伴随冷战结束，世界进入美国独霸的“单极
时刻 ”，世界格局短暂地回到 “西升东降 ”状态 。

但以 “9·11”事件和金融危机为标志 ，美国的绝
对实力和领导权遭到削弱， 并在西方世界内部
引发一系列负面反应。与之相反，非西方国家的
综合国力稳步上升，世界格局正式进入“西降东
升”阶段。

第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大大深
化了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交流融合。尤其是，西方
国家先后引领三次生产力革命、率先开创全球治
理体系，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但与此同
时，西方社会从崛起之时便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

则、你输我赢的零和逻辑奉为圭臬，屡屡陷入战
争和经济、金融危机的泥潭。历史证明，靠发战争
财或牺牲他国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化，是落后于时
代潮流的。

近年来， 西方社会内部出现了逆全球化倾
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给世界发展增添了
变数。相比之下，不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有
着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能够在现代化过
程中以进步的眼光来看问题。它们有很大的潜力
去学习西方国家促进全球化的积极一面，也有足
够的实力和意愿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进程、

参与全球经济协调、解决全球性问题。可以预计，

随着以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

到来，各国将迎来全新的机遇。

第三，中国百年与世界百年。

当今世界，“西降东升”总体格局正在强化“南
来北往”的主流趋势。促成这种变化的核心因素有
不少，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我
们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 既坚持原则又勇于改
革，既讲究开放又强调自主，为中华文明新生奠
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
带来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我们适时提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创办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等，进一步表明了“强中国”与“利
天下”的相互促进关系。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视角来看，中国
正在经历从全球治理“后来者”到“引领者”的身
份蜕变。实际上，在维护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发
展方面，我们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明基因。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精华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
难题的重要启示 。他还进一步指出 ，以共建 “一
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从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 也符
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 符合中
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际
道义制高点。

总的来看，3000 多年蔚为大观的中国礼仪发
展史，既有不少成功经验，也有不足和教训。我们
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进一步
去提炼中国之礼的现代内涵，为解决全球性问题
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政治领域“仁礼存心”，即避免滥用权
力、以礼制力。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中国不趋附于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也不追求某些大国一贯的
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从古到今，中国一直坚信，

每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尤其要注意对自身
行为的约束，有所节制、有的放矢，避免对他国发

展作出过度反应。

第二，经济领域“礼尚往来”，即扩大各国利
益、以礼促利。

中国从不把发展红利“藏着掖着”，始终愿意
与各国互利互惠、共赢共享。我们希望发达国家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在新的合作机制、框架
下实现共同发展，也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
的“快车”和“便车”。我们坚持“计利当计天下利”

的普惠理念， 讲求持续互动与回报的良性循环，

指向的正是各国一道实现长远利益。

第三，文化领域“礼乐相成”，即提升文明理
念、以礼倡理。

中国推动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
洲与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 交流互鉴、相
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平台。同时，我们不断挖掘
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并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
博会、杭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厦门金砖国
家峰会等重大场合传承优雅、 高贵的待客之礼，

以柔性力量推动全世界人民心相连、情相通。

进一步来看， 当今世界正面临治理赤字、信
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破解治理
赤字，需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在这个方面，中国之礼可以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崇
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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