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勇则一时英雄，智勇则万

世英雄。”

这是成吉思汗家喻户晓的

著名箴言。自古以来蒙古民族从

小孩到老人无人不知。这个箴言，

进小学课程，每逢过年时在家户

门上贴的对联中到处能看到此箴

言。成吉思汗这一著名箴言，更是

父母教诲儿女的首选教材。

蒙古民族是崇拜英雄的民

族。“身勇则一时英雄，智勇则万

世英雄”，虽言语简练，但哲理性

很强，包涵着深刻的内涵，已成为

蒙古民族认识、衡量英雄的标准

和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以及做

人的座右铭。

一、成吉思汗重视智慧的英

雄观，成为认识衡量英雄人物的

核心理念。

据辞书解释，英雄“原来指品

质优秀，武勇超群，无私忘我而令

人敬佩的人”；是为事业“英勇奋

斗，作出贡献的人”；是“才能出众

或勇武过人的人”。英雄是一个比

较主观的概念，一般指在普通人

中间有超出常人的能力的人，他

们能够带领人们做出了巨大的对

人们有意义的事情，或者他们自

己做出了重大的事情。

辞书对英雄的解释，体现了

“才能出众或勇武过人”的内容。

但在生活中，人们的心目中的英

雄，多是“武勇超群，无私忘我而

令人敬佩的人”，往往忽视智慧超

众的人。而伟人成吉思汗对英雄

的解释，值得深思。成吉思汗以谚

语形式告诉了人们“身勇”和“智

勇”都是英雄范畴，但两者所产生

的社会影响及其价值不同。“身

勇”，表现在人的躯体上，即武勇

超群，英勇奋战，在战场上能够冲

锋陷阵，表现出战胜一切的英雄

气概；“智勇”，则表现在人的智慧、

才能，是指才能出众，为社会作出

重要贡献的人。成吉思汗对“身

〔内容提要〕 蒙古民族是崇拜英雄的民族。成吉思汗箴言“身勇则一时英雄，智

勇则万世英雄”，哲理性很强，包涵着深刻的内涵，成为成吉思汗英雄观的核心理念，

是蒙古民族认识、衡量英雄的标准和体现人生价值、做人的座右铭。成吉思汗对英雄

的理解与解释，对蒙古民族英雄观、英雄主义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为尊重知识、重
视智慧，培育德才兼备的新一代，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发挥重要作用。成吉思汗重视

智慧的英雄观的基本理念，对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培养人才，推动伊金霍洛现代

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身勇则一时英雄，智勇则万世英雄。”（成吉思汗箴言）

试论成吉思汗英雄观及其影响力
———读成吉思汗箴言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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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和“智勇”作了比较，认为身勇，

只是一时或一代英雄，而智勇则

万世英雄，所作出的业绩或为社

会所作的贡献将传颂千秋万代，

永垂世间。从这一意义上讲，只是

身勇，不完全是英雄，身勇和智勇

集为一身，才是真正英雄。

尊重知识，重视智慧的思想，

在成吉思汗箴言中处处可见。比

如，成吉思汗曾经说，“体虽强易

碎，智慧则永恒”，“智可征服强

者”，“读书的糊涂人终究要超过

生来的聪明人”等等。这些言语都

说明了“身勇则一时英雄，智勇则

万世英雄”这一深刻道理。

历史伟人成吉思汗之所以

成为世界英杰，功名扬四海，英名

永垂天地，是因为他文韬武略，走

向统一，走向文明，走向世界，推

进了社会文明进程。他不仅具备

了“身勇”，而且成为杰出的政治

家、思想家、军事家，是蒙古民族

乃至中华民族英雄的杰出典范。

成吉思汗对英雄的认识，在他光

辉的一生中以生动的事例表现

得淋漓尽致。成吉思汗建立丰功

伟绩，不仅依靠了一大批像成吉

思汗九员大将那样才能出众，出

生入死，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成

吉思汗伟业的蒙古勇士，而更值

得提出的是依靠了一大批“智勇”

的外来有识之士。1215 年，蒙古

大军攻克金国首都中都，获金国

旧臣、著名大才耶律楚材。成吉思

汗如获珍宝尊重和重用耶律楚

材，让他不离身影，成为成吉思汗

最忠诚的助手之一。耶律楚材，对

蒙古社会的发展及协助成吉思汗

对重大问题的决策，起到不可估

量的重要作用。成吉思汗重视智

慧的英雄观，决定了他非常重视

人才，器重有学识的人才，不排斥

并重用那些外来有识之士的包

容、开放思想。成吉思汗身边集中

了耶律楚材、塔塔统嘎等一批蒙

古、畏兀儿、契丹、汉等民族的人

才，他们对于蒙古社会文明程度

的提高起到启蒙和发展的关键作

用。这也是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

成功的关键所在。成吉思汗统一

蒙古高原后，依靠有识之士的智

慧，逐渐改变了蒙古民族在文化

上的蒙昧落后状态，为蒙古社会

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成吉

思汗之后窝阔台继承汗位后，对

耶律楚材曾经说，非你，则国家无

今日。说明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

时期别人无可代替的作用与地

位。因此说，成吉思汗重视智慧的

英雄观，对推动蒙古社会的文明

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成吉思汗重视智慧的英

雄观，成为蒙古民族崇尚英雄的

基本理念。

蒙古民族一代接一代崇拜

成吉思汗，其原因就是崇尚成吉

思汗是杰出的英雄。在历史的长

河中，蒙古民族长期受到成吉思

汗英雄观的熏陶，形成了共同的

尊重知识，重视智慧的心理素质。

人们的心理素质，来源于精神生

活，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

却来源于共同的精神生活。这一

共同精神生活，具有很强的感染

力、凝聚力，能够占据人们的精神

和意识，成为人们思想意识的主

体。蒙古民族，特别是鄂尔多斯

蒙古族传承的成吉思汗祭祀，可

以说，是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凝聚

力，能够占据人们的精神和意识

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鄂尔多斯蒙

古族自古以来，每时每刻都祭祀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祭祀的重要

内容之一，就是体现对英雄人物

的崇拜。成吉思汗祭文中，对英雄

的赞颂占很大比重，这些基本思

想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逐

渐形成占据人们思想主体的一种

精神，时刻激励一个民族共同体。

这种精神，即英雄主义，一代代影

响蒙古族人民勇往直前。

按照《辞海》的解释，英雄主

义就是“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

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

强和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英

雄主义固然要通过具体的事件和

人物来体现，但其价值内核显然

又是具有跨越历史、穿越时空的

永恒魅力。英雄主义彰显的崇高

价值，除了一般的具体社会意义

外，在生命人格的塑造上更值得

重视。可以说，真正的英雄主义精

神，不只是少数英豪的个人行为，

而是社会所有成员共同提倡、共

同发扬的一种精神和所体现的人

生价值。

鄂尔多斯人历来弘扬成吉

思汗精神，充分体会和实践成吉

思汗“身勇则一时英雄，智勇则万

世英雄”这一著名箴言，树立了正

确的英雄观和英雄主义，为推动

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远的

不说，近代发生的鄂尔多斯一系

列事件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著

名的鄂尔多斯独贵龙运动，举起

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压迫的民主

旗帜，为了自由，为了保护草原，

与反动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呈现以席尼喇嘛为代表的可歌可

泣的诸多英雄人物；革命战争年

代，鄂尔多斯人民拿起武器，建立

人民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民

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呈现无数

个英雄人物。鄂尔多斯历史上，不

仅有为事业英勇奋斗的英雄群

体，而且也呈现一批批文豪，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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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世人代代

传颂的“万世英雄”。其中包括被

称之为蒙古族世界三大古典史

诗巨著中的《蒙古源流》和《蒙古

黄金史》，由鄂尔多斯乌审旗人萨

岗彻辰和达拉特旗热希却凌庙

文豪喇嘛罗卜藏丹津编著。著名

的《金册》、《黄册》、《红史》、《白

史》、《三结子书》等诸多文献书

籍，都是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经典

著作。鄂尔多斯济农博硕克图的

三子图巴台吉于 1662 年前编著

了《古代蒙古可汗根源之大黄金

传》（《黄金传》）。这一时期还产生

了《黄金史钢》、《宝贝透明经典》

等书籍。1757 年至 1798 年间，

郡王旗合同庙喇嘛贤人鲁布桑

栋日布编著了《智慧之源》和《宝

贝念珠》。约 1835 年，乌审旗协

理台吉贡冲札布、达尔扈特太师

毕力贡达赖编著了《大元朝太祖

成吉思汗根源家谱之珍珠念珠》

（《珍珠念珠》）。十九世纪，准格尔

旗格德日莫庙活佛耶希巴拉丹

编著了《宝贝念珠》。19 世纪初还

出现了贺希格巴图、伊希丹津旺

吉拉、阿木尔吉日嘎拉等一大批

杰出的牧民诗人，使鄂尔多斯蒙

古族文化空前发展。这些文豪及

文化遗产的产生，与鄂尔多斯蒙

古族受成吉思汗尊重智慧箴言

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成吉思汗重视智慧的英

雄观，为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具有现实意义。

成吉思汗箴言“身勇则一时

英雄，智勇则万世英雄”，其实讲

的不仅是英雄观，而更重要的是

揭示做人的道理，体现人生价值

的一种启迪。人，作为社会的成

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怎样

体现人生价值，这是每个人应当

思考的问题。对此，成吉思汗更

具体的提醒人们：“不要以金银珠

宝装饰自身，而要以道德才能充

实自己”。成吉思汗箴言所讲的

“智勇则万世英雄”，“要以道德才

能充实自己”，其内涵非常深刻，

讲出了人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人

用生命所创造的价值，却可以与

世长存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

人生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讲，

就是人生的意义。作为社会成员

的人，总是生存和活动于各种各

样的社会关系当中，并受到一定

社会关系的制约。在实际生活当

中，人们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通过一定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

生目的。任何个体的人生意义只

能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

会条件基础之上，并在社会中得

以实现。离开一定的社会基础，

个人就不能作为人而存在，当然

也无法创造人生价值。人的社会

性决定了人生的社会价值是人

生价值的最基本内容。因此说，

人生价值就是对社会做事，对社

会付出，对社会贡献。成吉思汗

箴言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实现“智

勇”，“以道德才能充实自己”，具

有才华，才能为社会多做一点有

益的事情，为社会多做贡献，才能

体现人生价值。

成吉思汗箴言“身勇则一时

英雄，智勇则万世英雄”，历来就

成为鄂尔多斯蒙古族教诲儿女

的著名格言。尊重知识，启迪智

慧，做一名有识之士，是鄂尔多斯

蒙古族从小渴望的梦想。在过去

那样艰苦的环境中，鄂尔多斯蒙

古人学文化、追求知识成为普遍

现象。几乎人人都能歌善舞，编

唱民歌，编民间故事，诵祝赞词，

弹奏乐器。鄂尔多斯蒙古族的共

同特长，体现了尊重知识，实现用

才华充实自己的要求。成吉思汗

尊重知识、重视才华的箴言，在蒙

古族历史中对启迪全民智慧，提

高民族素质，体现人生价值，推进

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

要作用。

人生价值，以人生价值观为

基础。人生价值观是人们对人生

目的、意义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它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固然是

社会存在的反映和表现，是由一

定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马克

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

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

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当前我

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必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

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使人们的价

值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这

社会变革时期，每个人都应当正

确解决价值取向问题，确定人生

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树立科

学的、高尚的人生价值观、价值目

标并付诸实践。人生价值目标是

人生奋斗的根本目标，是人生的

生命线。要使生活有意义，生命有

价值，我们必须作出正确的人生

价值目标的选择，而这个正确的

目标就是正确对待个人利益与社

会利益的关系，把个人利益和社

会利益结合起来，以个人的发展

和完善去促进社会的发展，体现

人生对社会的价值。因此说，社会

发展到今天，成吉思汗箴言“身勇

则一时英雄，智勇则万世英雄”的

观点，为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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