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2•23”讲话精神】严书翔：

自胜者强：从中国传统文化看疫情中的社会工作者心理调适

引 言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新冠肺炎疫情不

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

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中华民族历史上

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

长、从磨难中奋起。我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雄厚的综合实力，有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疫情”。

——习近平:2 月 23 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部署会议上的讲话》

2020 年初，一场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肆掠荆楚、横扫全球，不论这场疫情

是天灾（自然所为）还是人祸（人为所致），由于其来得突然，来得凶猛，其传

播之快、蔓延之广、感染之严、死亡之高，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场疫情给死

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灾难，给生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慌。封城封路封村，

交通受阻，旅行受限，赛事暂停，聚会取消，学生不能正常开学上课，长者不敢

轻易出门散步，单位不能正常生产经营······等等，这一切，无不给人们带来

心理上的冲击。中国和全球社会面临一场严重的心理问题。作为战斗在疫情防控

一线阵地上的广大社会工作者（包括医生护人员、专业社工、社区工作者等）也

不例外。

心理的脆弱更容易导致生理上的免疫力下降，更容易被感染。如何从心理上

实现自胜自强从而达到自助和助人，成为广大社会工作者共同面临并且需要认真

关心和关切的问题。

中国古代哲人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任者有力，自胜者强”。

为避免不必要的恐慌，达到心理上的自胜自强和自助，自我调适和保持好正

常的心理状态，以便更好地参与防控，抵御疫情和战胜疫情，真正做到“自助助

人”和“助人自助”，本文试从中国传统文化论之。

一、古代神话：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面对天灾人祸，中国古代就有很多自胜自强的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最有名

的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羿射九日”等。



“大禹治水”： 传说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

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

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

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

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

入”。大禹治水 13 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羿射九日”：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大地出现了严重的旱灾。炎热烤焦了森

林，烘干了大地，晒干了禾苗草木。原来，帝俊与羲和生了 10 个孩子都是太阳，

他们住在东方海外，海水中有棵大树叫扶桑。10 个太阳睡在枝条的底下，轮流

跑出来在天空执勤，照耀大地。但有时，他们一齐出来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为了

拯救人类，后羿张弓搭箭，向那 9个太阳射去。只见天空出现爆裂的火球，坠下

一只只三足鸟。最后，天上只留下一个太阳。从此天灾得到控制，万民皆喜。

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都说明人类自身的强大，即人类能够征服自然、战

胜自然、战胜一切天灾人祸，战胜一切疫情和妖魔鬼怪。

新冠肺炎病毒不论是天灾还是人为之祸，凭人类的智慧和当今科学技术之力

量，一定能够得到控制，一定会被消灭。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线参与者，没有必要

恐慌，当然要特别做好个人自身生理与心理的防范。

二、《易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我国古代奇书《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 天（即

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处世，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

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大地的

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两句的意思是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

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

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易传》还讲，“天地之大德曰生” 。这是对中华民族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克服困难、

战胜灾难、抵御外敌、处理逆境的强大精神力量，几千年来，这种精神深入人心，

为全民族和全社会认同和接受，它不仅对于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一般民众也产生

了强大的激励作用。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越是遭遇困难、面对挫折、

面对侵略、面对疾病和死亡，越是具有奋起抗争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国国家领导人、80 多岁的钟南山院士

和当代巾帼英雄李兰娟院士等当代仁人志士及无数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医护人

员、解放军战士、社工精英们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参与到疫情防控的第一

线，这就是当代人的自强不息精神。经过上下齐心、全国一盘棋、群防群治的共

同努力，我国疫情在短短三个月就得到了有效控制。事实证明，新冠病毒再厉害，

我们也有智慧和力量去取得最终的胜利。

疫情可怕，但是人的精神和意志更可怕，作为“助人自助”、深入疫情防控

第一线的社会工作者们大可不必惊慌，不必恐惧，越是心理上恐慌、精神上颓废，

越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心理脆弱，只会导致生理上的抵御能力下降，这就是大

家常说的“很多病是被吓出来的”、“很多人是被吓死的”。在疫情面前，我们应

该相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神奇力量。自强不息就是要有强大的内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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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有疫情一定打不垮人类的自信，就是要有健康的心理和良好的心态，只有在

心理上战胜自我，才能够战胜疫魔。厚德载物就是要不断修炼自己的心理和生理，

做好身体的锻炼和饮食的调养，做好防疫知识的储备与掌握，做好个人自身的防

范与自我保护。养好养足了精神，调整调适了心态，做好做足了自身调养的功夫，

疫魔就会远你而去，对你无处下手。

三、道 家：祸福相倚，自胜者强

道家因主张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归隐山林和逍遥世外，给人以消极对待一

切的错觉。其实，如果从反方向去推理，道家的思想中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辉。道

家也有很多催人奋进、振奋人心的强心处方。

就灾祸与福寿，道家就提出了很有哲理和辩证性的观点。《道德经》五十八

章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灾

祸，总是被幸福所依傍；幸福，总是潜伏着灾祸。谁知道这两者之间的终点呢？

在老子看来，灾祸与福寿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灾祸有它的终点，幸福也会

有它的终点。这种辩证思维告诉我们，再大的灾祸也会过去，再大的幸福也有终

结的一天。所以，在疫情和灾祸面前，广大社会工作者没有必要悲观沮丧，丧失

斗志和毅力，灾祸过后，我们将会因祸得福。这正是《周易》讲的“否极泰来”

和《淮南子》所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就人的认知、信心和毅力，《道德经》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胜任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能够认识别人的人才算是有智慧，

能够认识自己的人才算是高明。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才算是有力量，能够战胜自己

的人才算是坚强。这是催人奋进、激励人心的自胜自强精神。面对突如其来、全

球感染的新冠疫情，广大社会工作者应该充分认识和了解身边的人，避免交叉感

染，这就是自我防控的智慧；应该充分认识和了解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况，确保

自己身心健康，避免自身免疫力下降而导致感染，这才算是高明；应该想方设法

与疫魔决斗，并战胜之，这才算是有力量；应该克服自身的缺点与薄弱，调整好

心态和身体，充实好自己身体与精神的力量，不被疫情所吓倒，不被疫魔所感染，

这才算是坚强。

老子在《道德经》四十四章还说：“名与身孰亲? 生与祸孰多? 得与亡孰

病？”这里的“身”就是指个体生命，意思是说，每个人的生命与名声、财货相

比，生命才是最宝贵的。老子之后，道家后学杨朱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这一思想，

提出了“贵生”、“重己”、“为我”的学说，在杨朱看来，每个人生命不仅是宝贵

的，而且要“务以自强”和“务以自乐”，需要做到心理的自胜自强和乐观豁达，

还要做好个人自身的保健和养护。

杨朱之后，道家的“贵生”、“重己”和“为我”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甚至产生了道教。道教虽然有宗教迷信的色彩，但是道教的静修、炼丹之术体现

的正是对生命的重视和健康与长寿的追求。道家注重生命、注重养生和注重保身，

以静修之法和炼丹之术来实现长寿的梦想，其思维的逻辑是：生命健康和个体的

长寿是最宝贵的，人们可以通过身与心的调养来达到健康和长寿的目的。这就说

明，一切影响健康的因素都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去战胜和排除的。道家的这种

思想对广大社会工作者的启示就是：新冠病毒和疫情是影响当前人类生命健康的

突发外在因素，虽然这种病毒传播快，致死率高，但是大家没有必要恐慌和害怕，

只要自胜自强，积极主动，通过人为的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防控，新

冠病毒一定是可以战胜的，新冠疫情一定是能够控制的。风雨过后，必见彩虹！



四、儒 家：不忧不惧，人定胜天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几千年来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积极进

取、乐观豁达、克敌制胜、战胜困难、消除灾祸的强大精神源泉。

孔子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他的一生颇受挫折，但他始终乐观豁达，

积极入世，“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灾祸、困难和逆境面前，孔子主张“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坦荡荡”。在怪、力、乱、神这些东

西面前，他无所畏惧，避而不谈，不置可否，这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的意思。孔子还提倡“君子”人格，这种君子人格除了必须具备“仁义礼智信”

和 “文质彬彬”等品德修养外，还必须具备“不忧不惧”的大无畏精神和“坦

荡荡”的豪迈品格。这些都还不够，君子还必须心胸宽广和意志刚强。《论语·泰

伯》篇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里的“弘毅”就是指心胸宽广

和意志刚强，意指人生任重而道远，没有心胸宽广、意志刚强的个性和毅力是不

可能战胜困难和完成任务的。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即儒家形成了“八大流派”。在孔子思想和精神的

影响下，经后世儒家逐步完善，儒家的人生观、生命观、生死观和面对灾祸、困

难与逆境的心态和行为方法得到了系统的发挥，就其主流来看，形成了对中国文

化和人文精神及国民心理心态具有深远影响的两条思想脉络。

其一是积极进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无所畏惧的“大丈夫”精神。几千

年来，这种人生态度不仅被后世儒者所接受和践行，同时也被中华民族普遍认同

和践行。在儒家和中国人看来，哪怕人世沧桑、世态炎凉，而人生在世，富贵发

达也好，福寿灾祸也好，坎坷曲折也好，都必须泰然处之，不必大喜或大悲，一

切以中庸之道和乐观主义为基调。

《孟子·尽心上》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里的“我”

是指人的“心”而不是人的“身”，意思是说，我的心具备了万事万物，只要反

躬自问，只要诚实，内心便充满了极大的力量、极大的自信与极大的快乐。既然

人的“内心”如此的博大，包含了万事万物，那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恐惧和恐慌？

还有什么东西是人不能克服与战胜的呢？为了克服懦夫心理与行为，孟子首先是

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何谓“大丈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 （《孟子·尽心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

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所谓“大丈夫”就是不论遭遇任何情况，

都能够不改初衷、沉着应对、大义凛然之人。

怎样才算是“大丈夫”或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大丈夫”呢？孟子认为这必

须是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善养浩然之气”的人，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种“浩然之气”是指盛大流行于全身乃至全宇宙之正气，这种正气是最伟大、

最刚强的，是至大至刚的，要用正义去培养它，一点也不能伤害它。这种“至大

至刚”的“浩然之气”学说，就是鼓励人们通过修养达到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

坚定的理想信念。这种思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了鼓励中华民族奋发向

上、战胜困难、保持节操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国历史上培养和影响了无数仁人

志士，特别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大灾大难、瘟疫流行之际，成为鼓舞人们

自胜者强、奋起斗争、充满信心、敢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其二是“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天人相分、征服自然、战胜自然

的战斗精神。孔子虽有“畏天命”之说，但其实这不是指害怕天命的懦夫精神，



而是指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孔子之后，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说，

即“尽心”就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也就是说，人是可以认识自然

和改造自然的。荀子则进一步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第一次将天（即自然界）与人（即人类社会）

明确区分开来，第一次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能动作用。荀子比较了对待天（即

自然界）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仰慕天意、赞颂天德、期待天时和听任万物、

思念万物、仰慕万物的消极态度；另一种是控制自然、利用自然、变革万物、治

理万物的积极态度。他明确地否定前者，赞扬后者。这种积极有为的天人观，给

人的主体活动和人类的主观能量开拓出一片广阔的空间，给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和

战胜困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从而推动了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我国

民族自信心的极大提升。

围绕荀子“天人相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后代儒家学者提出了很

多富有哲理的命题和观点，其中最激励和振奋人心的是明代王廷相的“人定胜天”

论。王廷相在其所著《慎言·五行篇》中说：“尧有水，汤有旱，天地之道适然

尔，尧、汤奈何哉？天定胜人者，此也。尧尽治水之政，虽九年之波而民罔鱼鳖；

汤修救荒之政，虽七年之亢而野无饿殍。人定亦能胜天者，此也。”在王廷相看

来，事物的发展不代表什么天意，天人相分，各有所能，天能为的人不能为，人

能为的天亦不能为。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亦

能胜天。他还认为，天道悠远而难知，人事近而易见，事在人为，只要人们通过

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就一定能够胜天。

具有“立德、立功、立言真三不朽的圣人”之称的明代伟大哲学家、思想家、

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王阳明，在面对疾病折磨、贬官发配、太监追杀的人生

境遇下，经过“百折千难”、“九死一生”的磨难，艰难地到达了瘟疫流行、瘴

疠虫毒肆掠伤人、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贵州龙场驿，在受到地方官的刁难凌辱和

生存环境恶劣的双重考验下，他不但没有意志消沉、悲观沮丧而被种种天灾人祸

所击垮，而是坚强自信，从容应对。面对种种困难，他常常思考并用“圣人处此，

当有何道”的圣人精神来激励自己，在这种强大内心力量的支持下，他于“龙场

悟道”，创立了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心外无理”、“知行合一”和“致

良知”为核心命题的系统和庞大的心学思想体系，并藉此成就了人生“真三不

朽”的伟业。王阳明的人生经历和惊天动地的人生故事以及他的心学思想，影响

了古今中外众多的仁人志士，成为很多成功人物的行为楷模和强大精神动力。尤

其是他 “此心光明，夫复何言”的人生感言，更是激励后人用强大的心理自胜

法去克服懦弱、战胜恐惧、挑战困难。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评价王阳明心学思想，

并提出“共产党员心学”的主张。

不论是儒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和无所畏惧的“大丈夫”精神，还是“天

人相分” 和“人定胜天”的战斗精神，以及阳明心学的心理自强和以内心的强

大，战胜九死一生的各种困难的人生故事，都告诉广大社会工作者们，面对灾难

和瘟疫，一定要乐观自信，勇于斗争，只要不忧不惧，科学防控，哪怕是再厉害

的病毒都将最终得到控制，人类一定能够战胜新冠病毒和疫情。风雨过后，必见

彩虹！

结 语

中华民族自古人类时代开始发展至今，已逾越数十万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我们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巨变，其中有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自然灾害如

https://baike.sogou.com/v59828.htm


地震、洪灾、旱灾、瘟疫等，人为灾难如战争等，但是，在自强不息、自胜者强、

不忧不惧、人定胜天、豁达乐观等优秀文化精神的激励下，我们都挺过来了，我

们战胜了所有的天灾人祸，在历次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面前，我们没有被吓倒，

我们不但没有被灭绝，反而成为了繁衍能力最强，人丁最为兴旺的全球第一超级

人口大国！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肆虐荆楚，波及全国，形势严峻。

但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

和一致行动下，我国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虽然国外疫情感染和蔓延传播的形势

还十分严峻，但是我们坚信，凭借当代人类的智慧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新冠病毒

一定会最终被消灭。疫情虽无情，但终将会过去。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克服恐惧、

恐慌和悲观心理，做好个人和家庭身体上的防疫和心理上的自胜自强，我们一定

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这场抗击新冠疫情战役的最终胜利！

作为疫情防控的实际参与者，广大社会工作者只有自胜，才能自强；只有自

强，才能自助；只有自助，才能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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