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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must construct discourse and value system that can be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global governance. Community
of destiny of mankind is not only China’s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value in global governance,
but also the path of glob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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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乃至实现全球治理目标，必须建构起能够被国际社会认同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价值层面的集中表达，更是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
球治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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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际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以及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凸显，世界经济增长
动能不足、贫富分化、地区热点问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已经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和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
岛”[1]。基于这样的现实依据以及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中国创新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参与国际事务和外交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
道路，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体系变革。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意义
2011 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向世
界郑重宣告：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
关系学院的演讲中，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从“五位一体”的维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进行了全面阐释，“倡导路径问题
通过建立伙伴关系、保障问题通过营造安全格局、原则问题通过谋求发展前景、纽带问题通过促进文明
交流、可持续性问题通过构筑生态体系加以解决”[2]；2017 年 2 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55 届会
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现 6 次，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写进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
这一理念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有力回应了新近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与全球治理危机，成为“中国
发展实际需要、世界格局发展总体趋势，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3]。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即
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持久和平世界；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普遍安全世界；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共
同繁荣世界；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世界；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新之处在于以人类整体为中心，以共同利益为基石，以共同价值为导
向，以共同责任为保障，以共同发展为追求；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能够兼容
不同的价值理念”[4]。中国对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当代中国的情怀和担当，更有助于化
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参与不足”的指责；对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转换为国家治理理念，
致力于更高标准的国内秩序建设、增强其正外部性、实行建设性的对外政策，以期对世界秩序建构有所
贡献[5]。

3.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
在中国，“全球治理”要早于“国家治理”进入学术界和政府的话语体系。关于全球治理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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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最广泛的定义出自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公共和
私人管理一系列共同事务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可以持续调和冲突或多样利益诉求并采取合作行为的过
程，包括具有强制力的正式制度与机制，以及无论个人还是机构都在自身利益上同意或认可的各种非正
式制度安排”[6]。全球治理的兴起有自身鲜明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客观上要求进行制
度化的全球性合作；另一方面人类一直在思考当前全球问题产生的根源与解决方案。全球治理是“全球
化扩展、全球问题蔓延和全球合作深入的必然结果”[7]。
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中国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直到党的十八大，中国才以积极的新姿态确立了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目标，从此宣告中国进入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治理时代。从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
方式、利益观念及身份地位变化来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大致总结为三个阶段[8]：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对全球治理持抵制、排斥态度。这一阶段中国以“革
命者”的角色，视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机制为具有侵略性、敌对性和欺骗性的“陷阱”，致力于推翻国
际秩序与治理机制。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到 2000 年前后，中国从谨慎参与逐渐转变为全面参与。这一阶段，中国实行对
外开放政策，以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角度主动融入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先后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启动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工作，改革国内经济结构体制与国际接轨。在
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承担与国力相适应的义务责任的能力和意愿都在提升，并且开始具有负责任大国
意识，变身为全球治理的融入者和建设者。
第三阶段：始于 21 世纪，中国日益深化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并呈现出有所作为、奋发有为的态势。作
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获益者，中国一方面认同、遵循、维护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中国致
力于变革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有了质的转
变，随着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广度与深度的加强，中国由全球治理体系的融入者、建设者发展为全球治理
机制变革的推动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体现中国特色全球
治理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倡导与实践。
通过考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国从“怀疑、抵制、排斥”全球治理到“全面参与”
全球治理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正在本土实践着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9]，
主要的特色就体现在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全球价值和全球意
识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培育和强化。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化构成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全球治理的需求日趋旺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作为推动当代世
界发展的两大车轮，处理好治理中的“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国家治理“自主性”与全球治理“协
同性”、国家治理“特殊性”与全球治理“普遍性”，成为当代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的
迫切要求。全球治理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同质性和弱政治性”[10]，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强调人类整体利益的相互依赖与整体命运的休戚与共，这与全球治理的本质特征是高度契合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合作共赢的重要性，这就反映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过
去强调个体，今天强调的是全局；过去突出工具理性，今天可能更加强调价值理性；过去更强调社会以
竞争为基础，未来更强调合作；过去可能是零和，今天则强调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突破
了“自我中心意识”和“单极中心意识”，是一种体现相互依赖、共建共享的新型共同体，涵盖利益共
同体、责任共同体以及价值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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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全球化本质深刻的再认识
全球化作为时代特征，在思索、感知、认识当代全球化的时候，通常从八个方面来描述当代全球化：
信息革命为依托特征的物质技术基础，经济活动的全球性趋向，非国家政治挑战国家政治，全球生态与
环境主题凸显，社会广泛公共问题方兴未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文化博弈，全球制度化监管与治理的强
化，全球公民身份与公民社会的崛起[11]。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当代表征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新
的挑战；治理主体和客体的多元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新形式的显现，普世文化与本土文化、国家公民与
全球公民、民族认同与人类认同的协调等。
全球化本质有两点基本体现：其一是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把人类作为整体来看待和处理人类面临
的各种问题；其二是价值观的根本调整，自觉承认超民族、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12]。中国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源于对人类整体论和人类共同利益论为本质的全球化的深刻感知、尖锐判断和
理性决策；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化的当代表现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兴起所作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考与回应。

4.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伙伴型全球治理的生动实践
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已经探索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治理道路：“负责任的国家治
理和伙伴型的全球治理”[13]。伙伴型全球治理，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中扮演四方面的全球治理伙伴角色：
“全球合作治理的伙伴、全球增量治理的伙伴、区域合作治理的伙伴、全球治理改革的伙伴”；同时，
还表现为“反对等级制的霸权治理和霸权秩序，特别是这种治理和秩序中的非正义性”[13]。
近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也相应提升，并呈
现出量和质的飞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
路基金，联合国维和费用分摊比例的上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援助的拓展等等，都表明中国为
全球治理贡献了实实在在的增量资源。同时，中国推动建立和发达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和周边国家
的战略伙伴关系，坚持倡导不结盟；针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能反应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力
量对比变化，中国积极倡导变革现有国际治理机制的不合理成分，推动国际秩序朝公平、正义、民主的
方向发展。从政策导向和外交实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贯穿伙伴型全球治理的始终。

4.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全球主义观照下国家主义”的转型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两大战略考量[14]，如何处理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全球治
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就成为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该做出的理性选择，就是“全
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15]。以全球主义历史必然性和国家主义现实合理性为时代背景和现实依据，
中国选择了一条区别于传统的观念和做法，将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合理糅合、将国家主义置于全球主义
观照下、推动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良性互动的新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正视“全球治理失灵”和“国家能力弱化”的全球治理现实困境，推动“全
球治理”和“国家治理”良性互动互融，以整体性思维，来推动“整体性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在扶贫、防治艾滋、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的国内治理和跨国合作，虽然现象是国内的，但意义是全球性的，
有效遏制着全球性问题的蔓延。同时，面对全球变暖和能源短缺的现状，中国积极引入绿色经济、低碳
经济的价值理念，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早在 2014 年《中美气候变化联
合声明》中就承诺，在 2030 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不再增加排放量，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
秩序的维护者，已经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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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拿出极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与政治抱负来实践全球主义观照
下的国家主义，以人类整体利益观为逻辑起点，积极协调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全球治理与国家治
理，以更开阔视野来审视和应对当代全球化的理性选择。

4.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全球意识和全球价值的有力倡导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相互依赖、人类共同利益、国际机制等共同作用于
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时，新的意识和新的价值观念必然会凸显出来。比如，“从
国家意识转向全球意识，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哲学，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转向求同存异的共处理念”
[16]。其中，具有首要意义的就是“全球意识”。这里引用蔡拓对全球意识的定义：“全球意识是指在承
认国际社会存在的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
服民族国家和集团利益的限制，以全球视野去考察、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17]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全球意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去认识当代世界。它超越了
地缘政治和国家主义造就的狭隘思维和观念，超越了民族意识、种族偏见和阶级视野。从一个重要的侧
面揭示了人类生活的问题和意义，表达了中国对共同利益、共同伦理、共同秩序的强烈诉求。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中国全球利益观和全球秩序观的最集中体现，这种理念为国际社会解决全球性问题、营造良好
国际环境、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常合理发展提供了价值工具和实践路径。
一般来讲，全球治理有五个要素：“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全球治
理的对象及全球治理的结果”[18]。可以看到，全球治理的价值要素居于各要素首位，这表明选择何种价
值理念作为行动指南，会深刻影响全球治理的行动趋向与实践结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共同发展，将本国繁荣与人类共同福祉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中国重大
战略与内外政策的价值导向。唯有自身文明，站在人类文明的道德制高点，倡导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样一种理念，才能产生价值吸引力，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从而拥有更多话语权，不仅造福中华民
族，更造福整个人类。

5. 结语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多极世界中重要一极，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实践模式必将对国际社
会产生重大影响。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推动人类
整体发展提供了具有普适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从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开放，从局部参与全球治
理到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将成为新时代国际秩序调整变革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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