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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社会、自然三位一体:
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在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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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既是“当下”与

“未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方面关系的统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

生是美好生活的自然意蕴; 人与人关系的和睦有序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社会意蕴; 人与自身关系的丰富充盈体

现了美好生活的个体意蕴。只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方面的关系，我们才能最终超越

现代生活困境，构建全新的美好生活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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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首次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牢牢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等等。“美好生活”成为新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什么是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具有哪些科学内涵及如何创造美好生活成为了人

们关注的问题。美好生活因全面而丰富，因向上而美好，背后涉及种种关系性规定，具有丰富的哲学

内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方面的关系体现了美好生活的多种关系性规定，也成为美好

生活构建的现实方略。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对关系，从

而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人与人关系的和睦有序、人与自身关系的丰富充盈。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 美好生活的自然意蕴

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并通过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与自然

的关系问题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现实问题。马克思说: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

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恩格斯针对古代小亚细亚等地区人们破坏生态的做法感叹道:“我们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能够为人类提供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美好生

活实现的根本前提是每个人具有健康的身体，健康身体获得的基础是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如果不能

正确对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将会受到破坏，进而影响经济的发

展。如果自然生态遭到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人们期待的美好生活愿望也只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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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市蜃楼。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保障，人类就不能实现长远的发展，美好生活终究逃不过昙

花一现的命运。美好生活的实现，既需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需要提供更多的生态产

品，人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成为衡量建设美好生活的重要因素。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人们美好生活

的构建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比较重要的地位，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重要性。
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

日渐增强，在物质生活日渐丰富的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也不断升级。然而，物质

极大丰富的背后隐藏着生态日益失衡的巨大危险，人与自然的矛盾变得越来越突出。在经济利益的

驱动下，自然遭受严重破坏，环境污染、资源不足、生态恶化等现象日趋严峻，既威胁到了人类社会的

发展，又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一方面，人们大肆掠夺自然资源，造成自然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和

生态危机; 另一方面，不断加深的生态危机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状况，进而引发人口危机、社会危机

等现代性困境。由于受水污染、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的影响，各种疾病发生率屡屡攀升，接二连三的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污染事件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存环境。如同恩格斯的谆谆告诫: “我们决不像

征服者统治异族人一样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的。”［2］可以看出，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的现实面前，人类应该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统一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如果不能正确

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人们所憧憬的美好生活将难以实现，必然会影响美好生活的建设进程。如

果不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资源一味地攫取，对环境一味地破坏，不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的生存

环境就会进一步恶化，那么实现美好生活将成为一种奢望与空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将变

成空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3］在社会发展中，金山银山是人

类生存的物质保障，而绿水青山是人类生存的环境保障，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性要素。环境破坏现

象的加剧不仅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让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无从谈起。建设美好生活需要处理

好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关系，用生态环境营造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其实，人与自然的

关系问题，不仅仅涉及环境保护问题，而且和社会消费理念紧密相连。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席卷

全球的消费主义影响之下，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炫耀消费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人们购买商品

不再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其不断增加的欲望。为了享乐，人们不考虑生态的承载能

力，过度使用生态自然资源，导致资源被肆意破坏、能源被加倍消耗，从而不断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紧

张程度，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引发愈来愈严重的环境危机。当前经济发展中，社会资源分配的差异

性越来越大，贫富差距日趋明显，这也使得个别群体在自然资源利用、环境权利分配等方面更具优势，

损害了另外一些群体的利益，尤其对处在社会底层群体的心理造成巨大伤害。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

人们消费行为的异化和以欲望为主的生活方式的滥觞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现代性的生活困

境。因此，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正确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缓解生态危机和提升美好生活

的品质都具有深远影响。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能

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更能满足构建美好生活的需求。生态兴则百姓福，良好的生存环境是提高

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基石，是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优美的生态环境是生活质量得以提升的

基础保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新时代，我们要实

现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的转变，必须认识到自然生态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目的，而非手段，人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是国家所提出来的战略目标，而这一

目标的实现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目标的核心所在。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是建构美好生活的基础，这种基础性作用不仅体现在思维价值层面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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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体现在行动层面。对此，必须尊重生态发展规律，保障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转变人们的生活消费

观念，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革命，用绿色理念引导人们的消费活动。必须加强环境治理，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切实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回归发展的本质，坚定

不移保护绿水青山这个“金饭碗”，构建和谐美丽的生态环境，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让人们在

良好的生态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
二、人与人关系的和睦有序: 美好生活的社会意蕴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人人向上向善的生活。人是社会中的个体，正

如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1］“社会”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只有每天与人们朝夕共处的他人是具体存在的，个体构成

人们的基本交往对象，人与人的普遍交往又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底色，良好和睦的人际关系有利

于社会健康有序运行。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构建美好生活的最具体而微的基础和前提。和谐的人际

关系能够使人们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保持愉悦的心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推动社会各方

面的进步与发展，个人一切理性的意义都需要在社会这个空间中书写。如果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和

谐，人们之间的信任就会降低，道德滑坡、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将会出现，久而久之，社会就会出

现混乱的局面，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进而影响美好生活的实现。融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有助

于引领社会新风尚，因此，如何通过“最大公约数”提高人们之间的信任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共

通感”成为建设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当前社会，有部分人群追名逐利、以邻为壑，将利益最大化

作为社会活动的行动指南，将金钱作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为了自身利益以迎合的姿态讨好

他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味日益变淡，久而久之，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信任危机和交往危机，人们为

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忘记初心、失去自我、价值崩溃。这些行为本身离美好生活的本质也越来越远。
美好生活是温暖的、幸福的，并非独立、冷漠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冷漠化日益严重，不少

人对于不影响个人利益的事情，大多是不予关注，这种冷漠态度虽然不会破坏人们的物质利益，但

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虚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其应有的温度，进而影响个体对美好生活

的体验和构建。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社会秩序和谐、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建设美好生活首先需要有一个和谐

的社会秩序，有了文明友善、团结稳定的社会秩序，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才有信心去建设美好生活。相

反，如果人们处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状态之下，各种不稳定因素频发，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不断显现，想

要实现美好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政通人和、社会和谐是人们一直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在新时代条件

下，我们所要追求的美好生活，其社会秩序也应该稳定有序。只有构建完善的社会秩序，让人民安居

乐业，让社会稳定和谐，这样的生活才能称之为美好的生活。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充满公平正义的生

活。孔子曾提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4］社

会无法满足人们的一切需求，但可以为人们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发展环境。想要实现美

好生活，就必须要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在公平正义中实现美好发

展。随着我国社会制度的日趋完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逐渐从理想向现实转化，当然，在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区域差异、贫富差异、城乡差异、分配不均等问题严

重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社会正义的供给，影响到美好生活的实现。特别是在我国长期二

元经济结构模式的影响下，城乡差异相对较大，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公平性的质疑，而且不断加剧的社

会矛盾，也使得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腐败现象在官员干部中不断蔓延，社会不同阶层在教育、
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也有增无减，这些都明显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加重了人们心理的被

剥夺感，挫伤了人们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实现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政治生

活不能缺席。只有公平得到实现，正义得到伸张，政治保障充分落实，生活才有美好可言，才能真正充

分调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整个社会才会有活力，人民群众所向往的美好生

活才能更好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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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充满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的生活。在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认识是不同的，这就说明美好生活没有统一的标准，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但是，从整体来

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单单是个人的主观感受与价值体现，更是社会成员的普遍价值追求。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法治观念逐步深入，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向纵深发展，

人们对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但是与此同时，阻碍生活更加美好的现象仍然存在，社会底层群众

的权利常不被重视，上访事件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食品安全等问题频发，人

们可能会觉得生活在虚假的美好之中。新时代建设美好生活需要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切实保障

人民权益，营造一个社会秩序和谐、政治清明公正、分配格局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能够体味幸福、感受幸福。进入新时代，美好生活表现为全体人民

的美好生活状态，人民既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美好生活的获得者和共享者。精准脱贫要

求“致富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充分展现了我国所要实现的美好生活是全面共享、全民共享的生活，

如果不能实现全领域、多层次的覆盖，不能实现全面共享，那么，我们所构建的美好生活不能称之为

严格意义上的美好生活。
在美好生活的构建中，人与人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两重关系，美好生活一定是追求二

者和谐发展的生活，具体体现为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社会秩序和谐、政治清明公正。当前社会分

配不均、发展失衡、弱势群体边缘化等现象不断影响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感受。同时，安全感

在美好生活实现中的意义重大，安全是人们生产发展中最为基本的保障，也是美好生活的检验标

准。美好的生活意味着个人、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安全的保障，安全是实现美好生活以及对
“美生活”“好生活”价值理性预设的基本要求。若无安全，人们就没有安全感，美好生活就不复存

在。如果社会动荡不安，个个心存担忧，没有安全保障，想要实现美好生活显然是不现实的，缺乏安

全感的美好生活是不真实的，也是不稳固的。安全感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赋予更多的内容，新时代广

大人民在住房、就业、收入等方面的压力是否减轻、在利益格局调整中能否获利等都是新时代安全

感内容的体现，这些因素均会对人民生产生活产生影响，也会制约美好生活的有效实现。只有增强

人们的安全感，才能够坚定地面对建构美好生活中难以预料的困境和风险，找到建设美好生活的着

力点。
三、人与自身关系的丰富充盈: 美好生活的个体意蕴

美好生活不仅体现在社会的外在表征上，更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内心的体验感受，真正的美好

生活应当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实现身心和谐的一种生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只是构成了

美好生活实现的外部条件，如果人自身身心不和谐，精神空虚焦虑，那么，人们美好生活目标的实现也

只会是空中楼阁。生活的真正意义体现在“身体”与“灵魂”的相互融合，只有处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

个成员本身都是和谐的，建构美好生活才有希望。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就是人的精神与身体之间丰

富充盈的状态。身心和谐是建构美好生活的人格化保证，也是美好生活最为基础的保障。一般来说，

在身心关系中，身是指人的形体，心指人的思想、灵魂、精神、意识等等，只有身与心都良好的人，才能

实现身心和谐。身心和谐意味着人体、精神和行为三个方面处于平衡状态。身心关系是每一个社会

主体都必须思考的人生哲学问题，只有实现身心和谐，人们才能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才会体会到生活

的美好。当人身心健康时，就能够以更为理想的方式看待生活，积极地热爱生活，用十足的热情投入

到学习、生活、工作之中，做到知足常乐，才能唤醒人性中的真善美，唤起人们内心愉悦的感受，从而实

现人的自身认知、情感和内心精神的升华，才能不断实现人们的精神需要，推动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构建更为美好的生活。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解放了长期压抑的身体，生命的“身

体”之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恢复了其在人们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市场以利益为驱动力，在利

益导向下得以稳定运行，但也正是在市场环境的影响下，社会价值观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成为多数

人追求的目标，所有价值都归结为物的价值。如果“心为物役”，肆意消耗和占有物质，以疯狂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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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不断满足人自身的欲望，在价值追逐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必然引发享乐主义和拜物教观

念，陷入精神贫困的泥沼中，导致一些人走上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的道路，从而产生了各种各样可笑

且丑陋的“人生戏剧”。生命的意义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肆意膨胀的“物欲”只会造成精神上的

贫瘠与空虚，难以体会生活的美好。在商品世界和物欲洪流中渐渐迷失自我，这样的身心关系必然

是病态的，不仅会破坏社会自然生态的平衡，而且对社会价值信仰构成影响。如果每个人都只追求

物质富足方面的享受，不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即使达到了自己的要求，当下所获得的“美好”也是

苍白的，不能达到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富足，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美好生活。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

都把追求物欲当作最终目标，忽视精神空间的营造，那么长期如此，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躁动和不安，

建设美好生活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在物欲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中，怎样保

持一个全面的人本身应该持有的精神理念和面貌，是建设美好生活过程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重要

问题。
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需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应该表现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富足。物质生活

富足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基础，但是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生活。当前社会，很大

一部分群体认为拥有财富的多少决定人们的生活美好的程度，导致不少人在建构物质家园的同时，忽

视了精神家园。精神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物质水平的提高而得到解决，反而使人们在高度物化的生活

状态中更加困顿，心灵的空虚与物质的富裕成正比，人们的生存焦虑日益突出，处在这种状况下的社

会主体渐渐减弱了对美好生活的体验，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误解了身体和心灵之间的关

系。部分人群过于关注身体的物质享受，把生活当作纯粹的“追名逐利”来看待，崇尚物质主义。然

而，物质需要只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而不应该是追求的最终目标，当人们把人生意义都用来追求

物质价值时，就会引发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尖锐对立，导致人性的物化和道德的消亡，使

人们陷入精神萎靡和意义危机中。处在现代性转型中的人们对人生充满了困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后现代主义思潮泛滥，很多人觉得生活缺乏意义，“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没劲”成为新生代思想的

主要特征之一，这更是“现代症状”的一种体现。英国著名思想家吉登斯曾感叹:“在晚期现代性的背

景下，个人之无意义感———那种认为生活未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正逐渐成为根本性

的心理问题。”［5］正如一些现代思想家所忧虑的，无论工业化道路给人们带来了多大的物质成果，人们

并没有因此而体会到生活的美好。美好生活的内涵不仅仅指物质维度，物质美好只是低层次的美好，

精神的富足才是更高状态下的美好。因此，必须把美好生活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使人们过上物

质丰裕且精神丰富的美好生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社会思想交织在一起，原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破，新的价值体系还没

有建立起来，“世俗”和“高贵”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人们以往信仰的价值体系被瓦解，人们处在价值相

对主义的氛围之中，导致价值、理想、思维模式的终结。先前所具有的社会信仰体系渐渐坍塌，人们处

在价值真空之中，不少社会成员沉迷于物质财富的追逐而难以自拔，困囿于感官的快乐难以挣脱，人

们心灵无所着落，内心世界空虚寂寞。面对这种氛围，面对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由于一时间难以

找寻生存的意义而变得无所适从，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的出现造成身心的不和谐，人们渐渐变得感情

冷漠、焦虑不安、见利忘义，丧失了社会责任感，感觉失去了生活的意义，这些最终将影响美好生活的

品质。意义感的缺失导致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原有价值体系被打破以后，精神生活就走向了世俗的狂

欢，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出现使得人们精神生活方式出现了断裂和分层，从而在精神生活中产生了难以

跨越的鸿沟。互联网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精神生活方式，节奏越来越快的精神生活使得本该

精美的精神食粮快餐化、功利化，转瞬即逝的幸福与美好成为世俗下精神生活的基本表征。现代社会

网络虚拟世界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网络世界没有主体、没有中心、没有权威，处于虚拟世界中

的人们缺乏自己的经典，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这种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消解了个人存在的真实意

义和创造性本质，人们在漫天飞舞的信息中，个性日益泯灭，逐渐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人们在这

样的生活状态下是体会不到美好生活的真正意义的，也是建设美好生活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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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建构是一个内外相互作用的过程，即通过改善外部环境，最终实现人们精神的愉悦、身心的和

谐，要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安顿，精神拥有家园，让价值理想重新确立在自身的生活之中，从而创造一个

生机勃勃、和谐美好的社会。
四、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建设美好生活

在建设美好生活的进程中，必须要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深入剖析，才

能正确认知和把握美好生活的科学内涵，树立科学的“美好生活观”，享受生活之美。新时代的美好生

活是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所呈现出的良好的生活条件、优美的生活环境，同时，美好生活还包括人际关

系的和谐、社会交往的有序、社会归属感的增强等等。美好生活还需要处于社会中的个体拥有积极向

上的心态、健康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物质财富的富足不是美好生活的全部，在生

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还需要确保人们的权利和公平正义的实现，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内涵有更高的期许和向往，物质生活富足、生活环境优美、社会秩序和谐、政
治清明公正、分配格局正义、人人向上向善、精神文化丰富都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基本特征，展现了美

好生活的新世界图景。美好生活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树立崇高的理想，保

持健康、向上、积极的精神状态，沿着正确的方向去追求有意义、有品质的生活，追求物质水平和精神

世界的富足，为美好生活助力。同时，要在这种状态下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不断推动美好生活向纵深

发展，以确保美好生活的真正实现，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精神支

撑，不断进步，不断奋斗，最终使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美好

生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经济实力上升，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从物质层面看，美好生活已经具备基本的“硬核”要求; 同时美好生活更是一种心理感受，“软

核”表征为人们幸福感的提升、获得感的增强和安全感的充实。如果说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是美

好生活外露的气质，那么民众幸福指数的提升则可以说是其内敛的品格。为此，我们应该注重美好

生活应然状态条件的实现，直面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层次的

精神需求，在实践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建构美好生活提供坚实基础，进而满足人民对更美好生活

状态的价值期许。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把“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了很多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问题，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十九大更是勾勒了新时代人民生活的美好蓝图，

描绘了人们孜孜以求的美好社会图景。只有正确处理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方面关系，

以更加自信、更加豪迈的姿态迈向新时代，才能最终超越现代生活困境，创造人们的幸福未来，构建

全新的美好生活样态。
实现美好生活涉及“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美好生活属于人民，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

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美好生活的享有者。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建设有意义、有价

值的生活都必须通过创造性劳动才能实现，世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美好生活也不会从天而降，只

有个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好生活。生活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要想实现美好生活，

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奋斗体现了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要求我们潜心静气练就实现美好生活的

过硬本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都是追梦人”这些家喻户晓的金句，无不说明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要让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实现美好生活，离开人们的创造性劳动，发

展可以说是空谈。在美好生活构建中，我们要处理好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育理

性的认知观，锤炼过硬的本领，反思和超越自足的生活样态，提升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创造性意

义上提升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担当时代赋予的责任，体验人之为人

的价值，同时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美好生活愿景的实现，是一个空前艰巨且漫长复杂的过

程。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单纯靠少数人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全体人民的不懈奋斗和共同努

力，一步一步将美好理想变成现实。因此，需要激发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劳动创造力，树立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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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水滴石穿的意念、锲而不舍的精神、乘风破浪的勇气、从容不迫的姿态，为建设生态环境优美、社
会和谐有序、精神状态饱满的美好生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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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ocial，and Natural Trinity :
Inner Meaning of a Better Life in a New Era

YANG Jinhua，GAO Jiali
( School of Marxism，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 The people's pursuit and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is the goal of our Party's unswerving goal． The better life of the
present era is not only the bridge between“the present”and“the future”，but also the trin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man and society，man and himsel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natural meaning of
a better life，the congen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constitutes the social meaning of a better life，while the rich
fil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himself reflects the individual meaning of a better life． Only by correctly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man and society，man and himself，can we finally surpass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
life and build a new and better life style．

Key words: new era; a better life; tr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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