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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意义：重构汶川地震灾后的价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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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价值秩序是个体、社会与民族国家层面上形成的一种对意义问题的价值共识与体系。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当
地价值秩序的动荡。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存在意义的迷失；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危机；在民族国
家层面表现为某些消极落后国民意识的重现。因此�重新赋予个体存在的勇气、完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弘扬民族
精神是重构灾后价值秩序主要路径。这对于加快灾后重建、进一步解放思想、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
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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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大地震既是一场地理大地震�又是一场思
想大地震。因为地震造成的破坏不仅仅有物质家园
的丧失�心理世界的创伤�更重要的还有价值秩序的
动荡。这种价值秩序的动荡体现在人们生命信念的
动摇、道德伦理的冲击与精神支柱的重创等方面。
而现有的研究过于专注对人的心理危机问题的干预

与重建。这些方法的使用仅仅具有个体的效果�无

法使灾后人们普遍存在的危机感、无助感。无力感、
虚无感从根本上得以释怀。事实上�正是人的信念、
价值、精神观念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规定着人
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活动的诸多方面�使人们沿着
它为人们划定的轨迹去思考 “什么是应当 ”、“什么
是有意义 ”。于是�就有了诸如西南科技大学广大
师生在遭受了人员财产巨大损失下�不等不靠�齐心



协力�重建校园的灾区学校；有了如安县银河建化集
团有限公司干部职工迎难而上、排危重建、生产自救
的灾区生产单位……。当然�灾难发生后�不少人也
正是因为对未来、对生活丧失了根本的信心和勇气�
因此出现了不安、紧张、焦虑、烦躁、迷茫、乃至自我
否定等心理危机现象和行为。因此�人们要战胜地
震灾害�不仅要清理建筑废墟、重建物质家园�而且
必须清理精神废墟�重建价值秩序。
　　一 、汶川地震中价值秩序的动荡

所谓价值秩序�是一个群体乃至一个社会基于
对意义问题的共同理解所形成的一套有层次、有结
构的价值共识与价值体系。价值秩序的存在体现在
三个层次：在个体层次上�个人在价值秩序中得到生
命活动的价值意义和心灵的归属；在社会层次上�价
值秩序是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使得社会秩序得以
协调与整合；在民族国家层次上�一个民族或国家从
价值秩序中汲取民族精神、塑造国民意识。因此�正
如德国哲学家舍勒所言�作为一种价值评估、价值选
取系统�一种精神气质结构�价值秩序是 “个人、历
史时代、家庭、民族、国家或任一社会历史群体的内
在本质。” ［1］35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的形塑过程�
就是传统价值秩序的动荡与颠覆过程。而汶川大地
震这一重大自然事件�则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时
空中进一步凸显了这一过程。
　　 （一 ）在汶川大地震中体验人的有限性与意义
缺失

价值秩序在个体层面上体现为个体从中获得对

生命和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及安身立命的力量。汶川
地震使得人们深刻体验到人的有限性�并由此带来
一种意义的缺失感。人的有限性体现在人的生命具
有时间性。 “我们现在的人生无论是什么样子�也
无论它会延续多长时间�我们总是要背负着在时间
中存在的重轭 ”。［2］161死亡�就是个体生命存在的时
间终点�也是人之有限性的终极标志。

汶川大地震中数万宝贵生命的消逝使得无论是

幸存者�还是救援者�还是目睹者都深深感受到死亡
的残酷与生命的有限：死亡让亲人永远消失了�什么
都没有了�在亲人生命消失的那一刻�自己的生命似
乎也虚无了�完全没有意义了。即使是参与救助的
各类人员�政府官员、普通百性、军队、警察、民间团
体、志愿者、亲临现场的媒体记者……无论拥有多么

强大的心灵免疫力�在如此惨烈的灾难和血肉模糊
的死难者面前�在绝望的呼救和揪心的哭泣面前�在
高楼大厦变成残垣断壁的现实面前�心灵难免不被
种种幻灭感、恐怖感击中。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
飞的自杀身亡；都江堰地震灾区受灾群众的罗桂琼
自杀身亡；北川男子杨俊杀妻后自杀身亡�正是以一
种极端的形式回答了加缪所谓的存在的意义这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 ”。［3］12
　　 （二 ）汶川大地震中的社会道德伦理危机

价值秩序在社会层面上体现为社会的伦理道德

规范体系。而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与伦理道德
规范的调整时期。人们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
行为应当、什么行为不应当�缺乏统一的认识。在这
次汶川大地震中�无论是万科王石捐款、范跑跑这些
个体事件�还是挪用救灾物质、虚报损失数目等公共
事件�都是当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伦理道德危机的
一个反映。

地震后�万科集团的王石提出 “负担论 ”和 “10
元为限论 ”�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充分暴露出国内
某些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而 “范跑跑 ”事件则折
射出一些教师的基本职业道德的沦丧：丢掉了师德
示范的教育意义－－－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以灵魂塑
造灵魂�以人格塑造人格。一些政府部门在分配救
灾物质上未能充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引起群众
不满。在灾后重建中一些单位虚报工程量�套取灾
后恢复重建资金；让我们看到公共管理缺位、公共责
任的淡漠�公共伦理建设任重而道远。这些个体与
公共事件都表明在汶川地震这一特殊自然社会事件

中�一些人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变化�传统价值观念
受到巨大冲击�个体所依据的道德行为准则出现严
重混乱。

（三 ）汶川大地震中的落后消极国民意识
价值秩序在民族国家层面体现为国民意识与民

族精神。由于中国长达2000多年封建专制主义文
化�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些不良的
国民意识。例如�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墨守成规、因
循守旧、安于现状；缺少竞争意识、惰性意识强、团队
意识较弱；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习惯于盲从、奴性；缺
乏科学精神、愚昧、迷信等等。［4］26－27这些消极、负面
因素在汶川大地震中及其灾后重建中都有不同程度

的表现。
首先�灾后少数灾民出现丧失信心和 “等、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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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等消极依赖思想。他们认为除了等待救援外�
已无其它出路�并把生存下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
界的援助上。有学者称之为 “灾民意识 ”、“温床意
识 ”。［5］其次�对于援建的旁观、看客心理。例如�援
建人员干得热火朝天�个别受灾群众站在一边看热
闹；少数灾民抱怨灾后没有经济收入�而当政府帮助
就业后又抱怨工作太累、收入太低不愿干。最后�灾
后一些地区和灾民出现迷信心理。例如�有人将此
次地震的发生�直观地与年初的南方大雪、胶济火车
事故等�抛出了 “逢8逢9”、“逢子逢丑 ”之类的灾难
迷信言说�毫无根据地把2008年说成是灾年。这些
迷信论调反映出部分国民的科学文化精神有待提

高。
价值秩序作为一个社会及其成员的生产、生活

状况在思想意识层面的反映�必然会随着社会存在
状态的变动而变动。恩格斯指出：“每一个历史时
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

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
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
才能得到说明。” ［6］257汶川大地震作为特定历史时期
的一场重大自然－社会灾变事件�不仅破坏了人们
习以为常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也冲击了人们的社
会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状态的急剧变化自然使得人
们重新思考、审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共同体的
意义价值关系。地震中出现的意义缺失、道德危机、
消极意识则不过是这一反思过程所暴露出来的问

题。而面对地震带来的价值秩序的动荡与颠覆�我
们并非只能消极地、宿命式地接受这一切。问题本
身往往蕴涵着解答问题的路径。汶川地震中的价值
秩序的动荡也为我们重构价值秩序提供了有益的思

路。
　　二 、汶川地震后价值秩序重构的
路径

　　丹尼尔·贝尔指出：“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
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
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他们或像神话和仪
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或
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
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
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就迫使

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
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 ［6］197面对汶川地震所造
成的在个体、社会、民族国家层面的价值秩序的动荡
与颠覆�我们必须重构新的价值秩序�重新赋予个体
“存在的勇气 ”、规范社会伦理秩序、重塑国民性格
与民族精神。
　　 （一 ）从苦难中追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人类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也是创造性、主动
性、自觉性的存在物。他不会消极被动的顺应、应对
不幸与苦难�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去追问、去创建某种
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抚慰自己战栗的心灵与情感。
重建价值秩序�在个体层面�就是要为人们提供理解
生命和世界终极意义的观念框架。

首先�让珍爱生命、尊重生命成为人们的基本生
存信念。汶川地震�以生命毁灭的终极性事件�教育
国民要珍惜生命�要善待生命�要尊重生命。这一基
本价值理念在这次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得到了全面的

贯彻落实和充分的体现。温家宝总理在地震发生后
两小时就赶到震灾现场�并反复强调�灾情就是命
令�时间就是生命�救人是第一任务�只要有百分之
一的生还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其次�懂得
生命过程与生命内容之间的区别与联系。［7］269人与
动植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要创造出比单纯地活着不

同的更多的东西�使有限生命过程所容纳的全部生
命内容产生无限的价值与意义。在这次抗震救灾过
程中涌现出的无数英雄群体和个人�特别是那些为
拯救他人生命而壮烈牺牲的普通群众、解放军战士
和领导干部�正是用他们的英雄壮举给短暂的生命
过程注入了无限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最后�在与自
然灾难的斗争中凸现生命的社会本质。 “人的本质
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8］56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自
然灾害�每一个体的力量极其渺小。个体无法凭借
自己的能力来满足自我拯救的生命欲求�它必须求
助于类的能力�在类的共同体中寻求自身的生命保
障。在灾难发生后�灾区人民自觉地发挥 “舍小家�
保大家 ”的集体主义精神�积极地投入灾后重建工
作。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正是这种集体主义
精神�给了我们信心、勇气和力量�给灾区人民带来
了温暖�也催发了人们对生命与命运的共同感受。
　　 （二 ）进一步完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经历艰难困苦、内忧外患�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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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桑田而民族犹存�且继续保持了强大的文化生命
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有优良的
伦理道德传统�并能够自省和检点自身内在的道德
缺失和弱点。汶川大地震中所暴露的道德缺失为我
们重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契机。

首先�汶川大地震凸显出志愿精神、公民权利意
识、感恩意识等社会公德的成长空间。汶川大地震
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救援行动。救援中�除
了政府官员、军人、警察、医护工作者和国际救援力
量�还有全国各地自发前往赈灾的来自各行各业的
志愿者。在危难时�灾区得到社会各界无私的援助。
于是�我们看到通往灾区的路旁竖立了一个又一个
写满了 “谢谢 ”、“辛苦了 ” “感恩 ”等字样的标语牌。
在灾难中人民领会了感恩的真谛�认识感恩的本质�
提升感恩的品质。［9］在这次地震中�涌现出许多忠
于职守的道德典范：有用生命作支撑舍身护生的教
导主任谭千秋�还有失去十几位亲人而不离开工作
岗位的女警蒋敏。他们的动人事迹无不成为我们建
立规范职业道德底线之楷模。汶川大地震使得中国
的传统家庭伦理情怀重新被唤醒�血缘亲情的情感
文化所具有的重大价值被彻底表现出来。面对成千
上万死难同胞�这绝不仅仅是对一个生命逝去的惋
惜�更多的是一种如同失去自己亲人般的感同身受�
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灾难激活我们最深沉的个人
美德：无私奉献、大爱无疆、同情弱小、利他主义。临
死前把乳头放进了女儿嘴里的妈妈、背负遇难妻子
的北川男子……在生死时速的危急之中�亲情、友
情、爱情……种种爱的情感成为道德力量的源泉�彰
显出危难时刻人性的巨大光辉。
　　 （三 ）弘扬与培育现代民族精神

突发重大灾难最能检验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与

民族品格�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
向。 “5·12”汶川大地震�是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意
识的一次磨砺与考验�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洗
礼和检阅。在这次地震中�我们既暴露出在我们国
民意识与民族性格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同时也展现
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一面�从而为我们改造国民意
识、重建民族精神�在民族国家层面上重构价值秩序
提供了宝贵资源。

首先�针对 “等靠要 ”的依赖思想�重建自立自
强的主体精神。面对如此惨烈的灾难�面对如此严
重的困难�广大军民临危不惧、奋不顾身、顽强拼搏、

舍生忘死�不达胜利决不罢休�体现了中国人民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的自立自强精神。其次�针对冷漠旁
观的看客意识�重建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团结就
是力量�这是中国人民战胜各种灾难的坚强信念。
大地震发生后�“众志成城�抗震救灾 ”�“团结起来�
战胜磨难 ”�“四川雄起�中国加油 ”�立即成为全国
全民大援救的主题。13亿颗心�顿时凝聚成一颗共
同的中国心。在灾后重建中更要发扬这种团结互助
的精神。只有立足于自力更生�团结互助地投入家
园重建�再借助外援�形成合力�这样�外援力量的实
效才会放大�美好家园才能尽快重建。最后�针对迷
信盲从的落后意识�重建崇尚理性的科学精神。自
抗震伊始�党中央、国务院一直沉着应对�科学决策、
科学指挥、科学施救。整个灾区的管理忙而不乱�救
援工作有序展开。这样科学有序的抗震救灾�各方
面统筹兼顾�不仅最大限度地抢救了生命�保障了灾
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

　　三、汶川地震后价值秩序重构的意
义

　　5·12汶川特大地震虽然过去一年多�但大地
震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上、精神上、思想上的阴霾并未
随着物质重建的大力推进而彻底消逝。对于生活在
灾区的人们来讲�在地震后的很长时期内�他们都在
忍受思念亲人的煎熬、停留在对美好过去的苦苦留
念�以及对重建中无数困难的抗争中。我们不可能
指望心中依然绝望、仍然悲勃、依然无比恐惧和幻灭
的人�马上热火朝天地投入家园建设�也很难让那些
依然夜夜噩梦、躺在病床上的人放下包袱�开动新生
活的机器。因此�重建价值秩序是帮助灾区人民和
整个国民走出现实困境的一项重任�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价值秩序的重建是汶川大地震后恢复重
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生活环境的急剧
改变�必然引发思想上的巨大变化。面对严重恶化
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灾区人民的精神世界遭受重创。
一方面�因为痛失亲人、生活无着落�灾区人民的情
绪剧烈波动、生活信念动摇；另一方面�他们的这些
负面精神状态进一步影响到宏观政治、法律、道德、
文化等思想面貌；更有甚者�一部分灾区群众还对生
存意义、民族精神和人类总体价值等产生了深度怀
疑。可见�汶川大地震对人们造成的严重灾害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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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的。因此�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不仅涉及显性
的物质生活内容�意义、价值层面的重建也是当前工
作的一项重点。

其次�价值秩序重建的任务不是还原灾前的思
想状态�而是要实现更深层次的解放思想。大地震
使得旧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复存在�一些与旧方式相
适宜的思想观念必须经过改造才能顺应新的生产生

活环境的需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汶川大地
震�一方面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端困难�但另
一方面�它为思想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例
如�在这次地震灾害中人们重新反思生命的意义与
价值�个体与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批判过去长期
隐藏的一些假、恶、丑的腐化现象�体悟中央提出的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弘扬新时代的抗震救灾精
神。这些都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坚实基础。

最后�价值秩序的重建是我们当前构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在价值秩
序的重建中重塑尊重生命、热爱生命、实现生命价值
的生存信念本身反映了 “以人为本 ”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的价值指向。其次�在价值秩序的重建
中完善社会道德伦理规范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地震发生后�对各种社会道德
伦理现象的揭示以生动鲜活素材丰富了以 “八荣八
耻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第三�在价值
秩序的重建中培育民族精神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的内在要求。抗震救灾赋予了民族精神以自立、
开放、科学、理性的时代气息�进一步丰富了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
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因此�灾后价值秩序的重建
既是一次极为丰富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生动实践�更是一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强有力的推进。
灾后重建不仅包括物质生产生活重建这类形而

下的实际�也有意义、价值、精神重建这类形而上的
问题。一切形而上的问题都关乎形而下的实际�一
切形而下的问题又都需要回归到形而上的追问上

来。面对着大地震带来的意义缺失�表现的道德迷
茫、反映的消极意识�人们应该怎么活下去？社会伦
理规范应该怎样完善？中国人应该怎么活出精神
来？这些问题都关于价值秩序的重建。因此�价值
秩序的重建既带有对安身立命的思考和人类生存意

义的终极关照�也带有推动社会伦理道德秩序良性
协调的功能�更具有重塑民族精神的伟大使命。它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显得更为艰巨�时间更为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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