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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
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可贵思想启示

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８３６）

摘　要：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经济全 球 化 格 局。而 中 国 能 否 改 变 世 界，关 键 不 在 国 家 实 力 能 否 雄 踞 世 界，而

在价值观念能否启示和召唤人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国给世界的一个极有价值的思想启示。在

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和平发展、多元 共 治、包 容 均 势 必 成 主 流。中 国 提 出 的“一 带 一 路”倡 议 是 一 个 更 具 包

容性的构想。这一构想基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可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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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口超过１亿的国家，在处于中国这样的发展水平时，实行像中国这样的全方位彻底的对外开放政

策，特别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所实行的高度容忍和彻底开放的政策。

　　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不仅创造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业绩，而且向世界贡献了一个具有深远

意义的思想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人民以其务实、勤劳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脱贫致富，
改变命运，而且以其善良、和睦的价值意愿，为人类发展的普世观念提供思想养分。“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如果能够成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普遍价值文化观念，将成为人类文明的璀璨精神财富。

一、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经济全球化格局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极大地改

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并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中

国经济强劲增长，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时代。人口最多、规模巨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

高速增长实现工业化，全球工业化版图就会发生巨大改观。从西欧国家发生工业革命以来的近３００年

间，全世界有６０多个国家或地区发生高速工业化，进入工业社会，其总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重不足

２０％。而中国有１３．７亿人口，也接近世界总人口的２０％。换句话说，中国这一巨大经济体进入工业社

会就意味着全世界工业社会的人口翻一番。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就导致世界工业化版图的如此巨变，是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中国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也是走向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过程。跟其他大国曾经的

工业化进程相比，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速度和广度是非常显著的，仅仅４０年，中国的经济开放就使中国

和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２１世纪初中国进入 ＷＴＯ时就做出了大幅经济开放的承诺。在工

业化程度和人均收入非常低的条件下，就快速而宽领域地实行开放政策，在世界大国中是不多见的①。
因此，中国经济快速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广泛地加入国际分工体系，使曾经高度封闭的中

国市场在较短时期内就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Ｐ９１）。
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得益于对外开放政策：广泛地获得了国际分工所提供的制造业发展机会，技术追

赶速度加快。国际分工深化导致产业分解组合，产业链延长，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传统产业迅

速地向中国转移。中国通过承接制造业供应链的组装加工环节，很快形成了从沿海地区向内地延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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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加工区、开发区和产业集群。产业分解和产业分工促进技术扩散和产业扩张，不仅传统产业向中国

转移，而且，高技术产业中的一些加工组装环节也不断向中国转移。实际上，在分工日趋细化和生产环

节高度分解的条件下，被统计为“高技术产业”的生产工艺同传统产业的生产工艺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

的鸿沟。这样，中国工业很快全面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１］（Ｐ９３）。
一个巨大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必然会改变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格局。由于各国产业体系高度交

叉融合，国际分工合作不可阻挡地冲破国界限制，不仅经济活动跨越国界，而且经济主体的组织形态也

跨越国籍。跨国公司和跨国产业链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实现形式，出现各种犬牙交错的“超国

籍”现象，甚至按产（股）权、注册地、所在地、控制权等原则都难以明确定义其国籍归属。总之，在经济全

球化新时代，经济国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的超国籍现象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各

国产业的交融导致各国的利益关系也高度复杂。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表现为利益交织、权力多极、多国共治的特征；工业化向更广阔的陆海空间拓

展，形成更为纵深的国际分工格局。全球竞争越来越显著地表现为由多国企业参与的复杂“产业链”之

间的竞争，不仅制造业竞争是“供业链”竞争，而且国际金融业也呈供应链状。各国经济，包括竞争对手

国家经济之间，都处于相互交织的关联网中，那种传统的“你死我活”的竞争格局演变为各国“俱荣俱损”
的绞合状竞争格局。甚至“消灭对手”也会使自己严重受损。例如，在２００８年爆发金融危机时，各国必

须联手救市；金融行业闯祸导致了危机，却不得不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那些闯祸的金融机构；有的制造

企业甚至请求政府挽救自己的竞争对手，因为相互竞争的企业有共同的供应商，对手企业如果倒闭，供

应商企业难以存活。这成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奇特现象：即各不同经济体（国家、地区或企业）之间利

益边界不再截然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我”，利益交织、相互依存。即使

是用于统计各国经济活动及其成果的指标，其利益含义也具有跨国性，例如，在本国的ＧＤＰ中，包含着

其他国家的ＧＮＰ，在其他国家的ＧＤＰ中也包含着本国的ＧＮＰ。这意味着，在本国经济成果中包含着

其他国家的国民利益，在其他国家的经济成果中也包含着本国的国民利益。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并仍将保持稳中求进的较高

速增长态势，但在短时期内不会改变人均水平较低的现实状况，经济体制也难以很快达到高度开放的水

平，更算不上是高质量的开放体系。目前，按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计算，中国的经济发展尚未达到世界

平均水平，仍属于世界“平均数”之下的国家（大约为世界平均值的２／３－３／４），仅居第８０位左右。根据

外国专家预测，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占世界ＧＤＰ的比重可能增加到２３％。也就是说，从现在到２０３０年，是
中国人均产出和收入水平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历史性转折时期［２］。可以说，中国改变世界格局

的历史还刚刚开始，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不在于其规模之大，而在于能否以善治示全球，以创新领潮

流。奈斯比特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它在国际社会的

权威性和话语权还属于轻量级水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可取决于它们对中国国内发展的看法；而我

们认为，中国对内将变得更中国化。”［３］（Ｐ１６９）“当今中国的发展，首要考虑的都是国内因素。然而中国的

进一步开放却必须在全球关系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３］（Ｐ２００）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国际竞争的本质是

各国如何实现“善治”，即首先是要有能力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最重要的是使自己的国家充满创新活

力，从而体现出其强于别国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创造力。所以，中国将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
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更是国家治理质量上台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地位将取决于如何

从曾经的“高增长引领世界经济”转变为未来的通过高质量发展以“善治与活力引领世界经济”。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以其长期研究成果表明，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依赖于经

济活力的释放，而“经济制度的巨大活力要求其所有组成部分都具备高度的活力。”［４］（Ｐ３２）这决定了哪些

国家可以释放活力，实现创新，引领世界经济增长。他指出，对于中国自１９７８年后实现的创纪录经济增

长，“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展现出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却在讨论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要的

活力，因为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高增长将很难维持下去。”他认为中国自己的认识和意图是正确的。按

他的研究，中国３０多年来还只是属于“活力较弱的经济体”，只是因其“灵活性”而不是高活力实现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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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体“可以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比高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更高的增长率，但随着这

些经济体的相对地位提升，对现代经济实现了部分‘追赶’，其增速将回到正常的全球平均水平，高增速

会在接近追赶目标时消退。”［４］（Ｐ２４）

可见，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中国要走的艰难道路是：从以规模庞大为特点的经济体成长为充满活

力的经济体，即从人均收入处于世界平均值以下，提升为达到世界高水平，这需要有保持经济动力和活

力的新观念，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奈斯比特曾指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经济大

变局”的实质就是“中国改变世界格局”［３］（Ｐ１７３）。而中国 能 否 改 变 世 界，关 键 不 在 国 家 实 力 能 否 雄 踞 世

界，而在价值观念能否启示和召唤人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个极有价值

的思想启示。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全球化新时代的方向标

２０１２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此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越来

越受到人们重视，并走向世界，成为中国话语中的一个激发人心的亮点。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在世界经

济论坛（达沃斯）开幕式上所做的主旨发言中，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了人类共同体思想，并于１月１８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就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思路，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探寻方向，描绘蓝图。
这是中国给世界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启示和思想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的演

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

大流动、技术大发展。本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

展目标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１１亿人口脱贫，１９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３５亿人口用上互联

网等，还将在２０３０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

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

噎废食。”“１００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成。我们要

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上奋勇向前。”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上述特点必然推论出新时代的另一个新特点，各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

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也难以采取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方式来转移国内矛盾，解决本国问题。依靠地

理空间和产业空间中的“占地为王”和“夺市强掠”已经不是可行的战略选择。每一个国家都将更加着眼

于自己国民的“民生体验”，实际上是进行全球性的治理竞争、文明竞争和民心竞争。各国将在商品、资

金、人员、信息等更具国际自由流动性的全球化体系中，进行深度竞争与合作，人民福利体验也将以全球

化为背景，因为开放的世界使各国国民可以进行民生体验的国际比较。各国制度的“合法性”和执政者

的“合法性”将以国际比较下的民生增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为依据。通俗地说就是：
人民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将决定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国际竞争输赢。

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基于共同的利益，全人类的共同行动缘于身处同一个地球，面临共同挑战：资源

约束、环境破坏、气候变异、安全风险、恐怖主义。还有许多因发展落后或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甚至冲

突：贫穷、疾病、不平等。这些都需要人类共同努力，合作应对，特别是要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体系，负责

任有能力的国家尤其是大国，要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多全球性公共品。
在近现代人类史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是三位一体的过程。以市场经

济推动的工业化，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或各地区的市场开放，并实现世界市场的

一体化。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中叶之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２０世纪中叶

直到２１世纪第一个１０年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

经济全球化新时代［５］。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以领土（殖民地）争夺直至世界大战为资本主义工业化

开拓世界市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霸权国家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全球化取得很大成就，但

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对抗、分化、极化现象。在这一时代，中国从落后封闭走向开放崛起，开始重回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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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心舞台。更多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各类经济体的利益越来越相互渗透、融通，虽然矛盾难以避

免，但更具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经济，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尤其是对于自身利益边界扩展至全球的

世界大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均势新格局同各自的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可以说，世界任何地方发

生的重大灾难，都可能会导致本国一些公民或侨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因为他们的足迹和利益关系遍布世

界。整个世界在客观上已经表现出向各国利益交融的“地球村”方向演进的趋势。
上述世界大趋势决定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和平发展、多元共治、包容均势必成主流。因此，

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主观意愿，而是客观趋势的认识体现，当然这一认识和主张是前

瞻性的，具有方向标的意义。它表明路在前方，但崎岖不平，须经持续努力，才能抵达彼岸。

三、“一带一路”构想推动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

当前，世界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向欧亚大陆及南方国家的纵深地带发展，可望形成全球繁荣新

格局和世界秩序新均势。顺应这样的世界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中国发出了“一带一路”和“建立

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倡议，这将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注入新的活力、动力和竞争力。

２００多年来，尽管历经巨大的历史变迁，但人类发展并未脱离这三位一体的基本轨迹：今天的世界

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工业化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的时代。当然，今天各国的工业化

和市场经济发展同２００多年前的工业化先行国家有很大差别，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同以往时代也大为不

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伟大壮举。而实现“一带一路”构想的关键，则在于必须体现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全球互通、互利互惠

的根本要求，这是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方向。
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更多国家间实现更全面深入的“互联互通”是一个基本的趋势。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构想，其核心含义首先是要实现更通畅的“互联互通”格局。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四大板块（也有学者称之为“战略辖区”）：海洋国家板块（以美国及濒海欧

洲国家为核心）、欧亚大陆国家板块、东亚陆海板块和南亚次大陆板块等。“一带一路”构想几乎同世界

的四大地缘板块都有密切关系。要在如此广泛和复杂的地缘空间中实现“互联互通”，牵动全球，可以检

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是否具有现实基础和客观根据。
纵观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几乎与利益冲突及国家战争同行。在陆权时代，国际“互联互通”的客观

趋势往往要通过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来实现。那时要实现“互联互通”就要扩大“势力范围”，即以构

建“势力范围”的方式到达互联互通，而各国占有的各“势力范围”之间则通常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而往往

是以邻为壑。只有在各“势力范围”内才有国家提供“互联互通”的安全保障。所以，占据更大的陆地领

土和势力范围以扩展“生存空间”成为陆权时代的地缘政治特点。实际上也成为爆发战争的原因，甚至

成为侵略行为的“理由”。
进入海权时代，濒海国家占据优势，英国特别是２０世纪以来的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在这一时代，

“发现”和拓展海外殖民地被认为是海洋强国的“合法”权利，“发现新大陆”成为“英雄”行为，实际上不过

是将原住民赶走或杀戮，占据他们的领地。当殖民地瓜分完后，海权国家（主要是美国）则将要求和迫使

大陆国家“门户开放”作为其实现“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战略。并提出一系列主张“自由贸易”、“自由市

场”、公海“自由航行权”、“经济全球化”等观念，使之成为保证世界“互联互通”格局和维护世界治理秩序

的“原则”和法理基础。在所有国家中还有一个“警察”国家，即超级大国美国，自认为拥有维护这样的世

界秩序的特权。“美国特殊”或“美国例外”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这个时代还有一段“插曲”，即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抗衡，苏联也力图

形成以其为中心，由苏联东欧国家及亚洲盟国所组成，并向其他地区渗透的势力范围，构造与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平行”地缘政治战略空间。实际上是两大意识形态观念支撑着以对抗为前提的“互

联互通”，必然引致了很大的国际紧张和冲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苏联解体之后，才真正可能出现全球化

的“互联互通”整合空间。
可见，以往的“互联互通”主张都具有强权国家战略的意涵，是利益严重冲突和对立前提下的经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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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也就是说，有更大实力的国家才能凭借霸权，主张和推进势力范围内的“互联互通”，可以说那是一

种“帝国”野心笼罩之下的经济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强权帝国（美国）的“全覆盖”。而面

对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和“互联互通”要求，弱国则往往倾向于自我封闭和实行保守主义政策，除非可以确

保自身安全和利益，否则宁可不要门户开放和互联互通，也要坚持拒绝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换句话说，
各国没有共同的利益，不是命运共同体，而是命运相克方。特别是，全球化及其要求的“互联互通”与各

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密不可分。如果危及国家安全，仅仅基于经济上“互利互惠”，生意再大，“油水”再多，
也不足以形成心甘情愿的全球化格局，而相互封闭才是国家安全利益所在。

因此，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和顺畅而主动的“互联互通”，归根结底取决于各国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利

益，具有相互间的安全承诺和保障，也就是说，只有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
经济全球化和顺畅而主动的“互联互通”才是客观可行和可持续的。中国处于“以复兴中的中国为核心

的东亚陆海板块”，其地缘政治地位的特点是兼具海洋和大陆两方面的性质，所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构想。这一构想基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可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

现，但还需要有各国可以接受的“观念互通”。因为，心不通则道不同，心通才能路通。
“一带一路”所要求的“观念互通”并不是“观念统一”，也不期望更不强制相关各国统一于中国的观

念。世界的现实是，尽管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理性成为各国需要接受的“先进思想”，但在实际的经济

行为中，各国各地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理念必然发挥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赤裸而纯粹的“经济理

性”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当前的世界工业化正在向具有深厚历史文化根源的大陆腹地推进，“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许多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之地，文化观念的丰富性既是财富，也是工业化推进须经之“山

丘”，景色美好，路途崎岖。中国主张的“一带一路”构想，希望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但其他国家对此

未必有同样的理解。即使相关国家的政府能够认同，社会各界也未必完全服从，而且，政府本身也可能

因执政党轮替而改变倾向。所以，“一带一路”构想的实现，必须以最大限度的包容性来实现各国差异观

念间的沟通，寻求不同价值观念中的最大“公约数”。
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最有可能为各国各民族接受的观念“公约数”。不必谋求“势力范围”，不

诉诸强弱竞争，而是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伙伴互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经济秩序（制度、法律和政策）和

发展战略。在经济全球化观念中注入发展意识和包容性意识，促进“全球化均势发展”或“全球化包容发

展”，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中国向世界贡献的这一新观念不仅可以为经济学

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理论所支持，占据理论高地，而且占据了人类发展的道德高地，体

现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观念，展现人类文明的理想境界。
当然，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意识，并不是否定矛盾，粉饰太平。尽管以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国

土占领和霸权国家主导为特征，因而冲突激烈的时代已成过往，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但是，利益分

化、矛盾冲突仍然存在，恐怖主义、阶级斗争、移民困境、政权动荡等现象表现出人类仍然存在深刻的内

在矛盾，仍然是地球上最具内部冲突性的“物种”，甚至可能表现出相互杀戮的残忍性。因此，人类发展

仍然可能陷入巨大困境，今天的世界还不是一个太平安定幸福的人类乐园。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

个美好的向往，而美好向往正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
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举起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以“国家安全”和“美国吃亏”为理由，挥舞增加关税

等大棒，大打出手，把世界经济秩序搞得人心不宁。特朗普宣称“美国优先”，要为美国工人争得更多利

益。但是所作所为却损害了许多国家的利益，反过来也必然损害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利益。有人担心，贸
易摩擦可能演化为政治对抗，甚至引发军事冲突。而特朗普针对的主要对象国就是中国。在这样的现

实形势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否显得一厢情愿了呢？

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的历史成就表明，只要方向正确，持续奋斗，即使路途艰难，人类的美好向往是

能够实现的。中国实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本身就是向各国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推进的重要体现，也是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的发展没有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反，许多国家都可

以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再过两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前极为贫困的中国，这是

个难以想象的目标。今天中国人完全可以自豪地说：百年之梦在一代人的生命时间里就可得以实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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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的人生经历就可以体验一个国家的历史巨变：从饥饿到丰足，从贫困到小康。因此，中国可以自己

改革开放４０年的成就为据，并以初具实力的国家底气为基，充满自信地向世界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和“一带一路”构想。这绝不是句空话和无根据的空想，“一带一路”构想正是推动全球走向人类命

运共同体世界的务实行动。中华民族是一个乐观而务实的民族，我们相信：人类能够消除种族冲突、国

家战争、内部杀戮、恐怖行为，共同携手战胜饥饿、贫困、病魔，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向往。人类将以自

己的行为证明可以成为这个地球上的优秀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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