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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维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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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深刻反映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时代产物，它的提出紧扣解决全球
性问题的现实需要，彰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中国智慧。从理论逻辑看，它以唯
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认知参照，推动着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从历史逻辑看，它顺应世界文明交
流互鉴的历史趋势，立足中华文明基底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推动全
球治理向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演变；从实践逻辑看，它注重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全球
治理的价值引领，培育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治理机制。澄清其理论逻辑、历史逻
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对于理解如何摆脱全球治理困境、变革全球治理秩序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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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product of The Times that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s
proposal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solving global problems and highlights Chinese
wisdom of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it promotes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gnitive 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it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world civilizations. Based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it promotes evolu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toward equality, mutual learning, dialogue and inclusive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it focuses on the guidance of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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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of mankind to global governance, and cultivates a glob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highlights
consciousness of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larifying the unity of its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is of great benefit to understanding how to get rid of the dilemma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form the order of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global governance；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new concept of civilization；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应国际新格局和世界新秩序变化之需而出现的

及至当下，人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
[1]66

“全球治理”为认识全球化进程、探索人类的生存

的历史时代”

与发展之路提供了独特视域。从这一视域出发，深

影响人类思维方式的塑造。“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

刻宏阔的时代之变正在加剧治理目标与运行程序之

上是实践的”

间的张力失衡，频仍的全球性危机持续威胁着人类

唯物史观传达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理论追

发展境遇，携手创造美好未来的诉求呼唤着新的全

求，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与方法。

球治理理论。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布局中，

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逻辑，应从唯物史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究竟以何种样

观这一理论源头入手。

态参与其中，为优化人类生存做出积极贡献，人类

，唯物史观也在社会历史领域深刻

[2]501

，沿着这一基本论断深入考察，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唯物史观解释框

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态度和智慧。

架的基础上，更凸显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生成与发展的现实依据，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理解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展定位及其超越性内涵成

追求。唯物史观阐述了对人类历史的科学认识和论

为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证，发现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

实践逻辑三个维度审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

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分析其对全球治理理论的贡献，探寻其在推动全球

个人始终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而生活，不能割裂与

治理应然转向中的生成脉络，发掘其在全球治理路

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亦不能“抽象地蛰居于世界

径矫正中的引领价值，进而整体呈现这一理念对当

之外” 。在对社会生产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发展的

今全球治理的革命性意义。

论证中，马克思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推动世

[3]58-59

世界的理想

[2]524

，现实的

[2]3

界历史的形成、世界连成一个整体的客观事实。人

一、理论逻辑：唯物史观基础上的全球
治理理论创新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于这样的前提性认识下，人
类是一个生活在地球这个共同家园之中的整体，
[4]21

“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在开创世界美好未来的历史过程中承
近年来，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

担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在寻找共建命运共同体的

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频频

可能性中，积极倡导通过人类的实践推动生产力的

出现“退群”的利益争夺乱象。与此同时，金融危

发展、调整国际秩序，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机、新冠肺炎疫情、生态危机等重大外生事件的冲

中深化世界人民的共赢共享，彰显对美好世界的

击加剧了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冲突和矛盾，使人

追寻。

类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综合性风险与挑战中。这些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依循唯物史观理

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不单显示出各国间已形成紧密利

想“共同体”逻辑的同时，顺应了推动建设相互尊

益关联的现实态势，同时也折射出全球治理统一理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需要。

论形态的构建仍然任重道远。在多个国际重大场合

唯物史观关注“人”，尤其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

被提及并载入联合国决议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关系，认识到个人发展受共同体的自然基础、社会

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与价值意蕴，为剖析

经济基础和成员共同意志影响。“只有在共同体中，

全球治理现实提供思想资源与参照体系，助推全球

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治理的理论创新。

“否定之否定”环节的“共同体”将实现更高程度

[2]571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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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归。然而在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下，“人的相互
关系”被“物的相互关系”所取代，人类命运依存
的趋向与对立冲突的现实之间矛盾加剧，资本主义
全球化建构下的全球性体系逐渐失灵。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需要，在国际秩序的长期
之争中探索国际形势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的更多共
同利益，倡导各个国家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
生态等方面密切国际合作，致力于构建弱化利益争
执、共担发展重任的“共同体”。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唯物史观分
析方法的同时，规范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的现实要求。唯物史观揭示出，当单个人的活动扩
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便越发受到完全异己的力
量威慑和牵制。资本主义热衷于“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5]36

，在以资本为纽带的全

球交往主体依存关系形成后，只关注自我的同质化
改造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与不确定性，导致世
界冲突频发，全球公共事务更为棘手。这也是当下
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倡导以“共商”带动共同参与以化解全球治理
的冲突分歧，以“共建”凝聚合作优势以提升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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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传统交往和治理智慧，
在当代全球治理实践的开展中推动世界有序发展。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向“社会共同体的次
[6]
级范畴” 。唯物史观表明，资本逻辑的世界扩张
带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使人们不得不共同参与
到经济全球化发展中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指
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利益共同体、价值
[7]
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 ，侧
重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创造必要的物质和
精神条件，承担起作为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方案的
重任，深化了全球治理中的“人的发展”主题。
唯物史观关切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从根本
上指明了资本原则主导下的发展图景和人类社会发
展合理追求的实现。在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契合时代、审思现状、构建未来，在传
承唯物史观基础上，为缓解全球治理体系的观念性
困境和结构性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启发，有助于统
一的全球治理理论形态的形成。

二、历史逻辑：新型文明观构建中推动
全球治理的应然转向

治理效力，以“共享”促进公平正义以推动世界繁
荣稳定，顺应了谋求自身发展需要、中华民族与世
界人民紧密相连的命运走向。
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唯物史观为理论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历史进程正面
临着“西方方案”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同时也引发
了有关“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思考，这是人类命

基础，丰富着全球治理的思想资源。同时，这些符

运共同体理念出场的现实依据。这一“中国方案”

合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现实和全球治理实际的回答以

与历史和时代发展同步，结合当下的全球治理实际

唯物史观为科学参照体系，定位自身在当下全球治

延续着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时代智慧，汲取中华文

理中的理论坐标。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回应全球治理失
灵的时代解答。能否继续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全
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状况，事关唯物史观的自我完
善和发展，而且日益发展为关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方向的时代课题。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与世界发展
的内在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紧密相连的
现实与开放融合的未来走向，作为“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时代下的全球治理“方案”，回击了
理论质疑和困惑。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
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唯物史观已经指明，尽管
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并不能
真正掌控世界历史的未来，这也昭示了全球治理体
系的命运走向。面对全球治理中出现的治理主体多
样化、治理客体复杂化趋势以及规则冲突等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明滋养，依托当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于多彩、平
等、包容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
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方向发展。
首先，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理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完善反映出中国对世界历史与
全球变革理解的加深。在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趋
势下，各国发展不仅不能独善其身，而且面临因西
方文明内部缺陷和矛盾所加剧的全球治理困境，催
生出“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困惑。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交织激荡中生成，倡导在新型文
明观构建中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推进世界文明的
全球融合，反映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
思世界文明观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关注到不同世界文明体之间的差异性存
在，在对这些文明体的交往事实、相互关系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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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形成了世界文明观。这一创见经由对世界历史发
展的科学认识得以完成，即在发现“各个相互影响
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
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
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
[2]540-541
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的基
础上考察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文明观的不同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制度的组织构成，关系到世界
秩序和世界文明的整体性发展。世界历史性的交往
将使不同文明之间冲破意识形态束缚，在价值层面
获得新的融合。
世界文明在资本主义“同质化”逻辑下受到不
同程度的外部侵略，衍生出诸多利益矛盾冲突和对
抗，使全球治理陷入挑战与风险倍增、反全球化运
动迭起的困境中。然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无法摆
脱非正义本性，其“西方中心”进步性实则带有蒙
蔽性，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被更高级的社会文
明形态所代替。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帮助人们理解
“中国威胁论”背后西方国家的心理不适以及部分
非理性情绪何以能够带来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风
险。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会着重关注“全球
治理分裂”特别是世界大国间的意识形态“鸿沟”，
倡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以解构现代西方文明发展
出的资本现代性内在操控，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中华文明滋养
构建新型文明观，既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又能够在
与其他国家的文明共处中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 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8]16
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 ，在全球治理
主体日益多元化的新的背景下，中国向世界明确提
出要遵循世界文明发展规律，创造“物质文明、政
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9]
的新形态” 。可以从以下三点加以说明。其一，
在全球治理话语视野下思考“天人合一”。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把 “天人合一”思想置入更广阔的语
境中，思考东西方文明走向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深刻
影响，主张在全球治理中遵循自觉摈弃资本逻辑中
的“文明优越论”以加强文明对话。其二，探索全
球治理中多样文明携手发展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充分发挥中华文明集多元文化于一体、兼容
并包的特质探索世界相处之道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动
力，在更广阔的人类活动单元内发展全球伙伴关系，
坚持“道并行而不悖”，争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地惠及世界人民。其三，维护完善全球治理的重

283

要力量。准则和规范付诸实施和发挥作用的前提是
制定统一的标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主权平
等，在事关不同利益、制度和价值的合作与危机中
尊重各国合理关切，呼吁重视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
的国际公约和法律文书在规范国家间关系、保障各
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当代中国全球
治理实践构建新型文明观，既是国家实力的彰显，
又能更好地承担起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唯物史观
指明，从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国家层
面的治理问题在全球治理层次上逐渐显现从而影响
着国家发展以及全球治理的过程与结果，这是民族
国家发展中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此意义上，中
国的全球治理表现既关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也
从根本上影响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发展局势，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当代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为应对人类普遍面临的现代社会危机而贡献
[10]
的‘中国方案’” 。考虑到民族国家是全球治理
的主体，良好的国际关系是衡量人类文明发展的重
要指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与发展中国国际
治理思想，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彰显国家交往中平
等尊重的态度和合作共赢的信心，运用中国及其周
边其他亚洲国家存在相似文化圈和交往方式的先天
优势，聚合多样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扩大利益交汇
点，凝聚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东方智慧，在处理国
际问题、维护国际秩序、追求世界和平的过程中，
传达团结合作、命运与共的世界文明发展初衷。
彰显“和合”智慧和“天下”情怀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通过构建新型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
越文明隔阂，打破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霸
权，开启塑造国际新秩序的格局，以文明互鉴超越
文明冲突，倡导在“和而不同”中实现“全球知识
[11]
体系、话语体系和人类文明的重构” ，增进文明
间的跨文化认同，拉近各国心理距离以化解文明冲
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倡导把握世界治理
体系变迁的整体价值趋向，使多边主义在国际政治
体系的演变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推动全球治理向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转变。

三、实践逻辑：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
全球治理的矫正路向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结着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相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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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明晰了矫正全球治理路径、引领人类社会进步
的方向。具体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贯穿到全球治
理机制各个环节的价值诉求相契合，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更具共识性的价值基础。构建新全球
治理秩序，以更加正向的理念矫正全球治理路径，
需要在更易争取国际认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引领
下完成。
澄清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全球治理中的独特贡献，要充分理解全人类共同价
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领
导人站在全人类进步的高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阐发了中国致力于解决人类问题、建设美好世
界的初衷。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虽通各民
族文化之大同，现实生活中仍面临着许多误解和很
[12]230
大挑战”
。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冷战结束
并没有终止冷战思维的延续，国际社会不时释放出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抹黑中国国家形
象的歪曲言论，试图削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
际认同。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8]16
同价值” 。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
[13]
共同体理念提供“价值性精神力量的引领” ，反
映世界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具
有超越西方“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孤立与打压的特
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基础；另一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
的历史过程，这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发挥其关注全球
现实、消解交往阻力、包容文明差异、增进价值认
同等作用提供了被逐步确证的机遇。此外，全人类
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着眼于“人类向
[14]
何处去” 的时代之问，“辩证统一于‘两个大局’
[15]
的统筹与把握之中” ，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对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遵循。
对比之下，我们也能够看到，现有的资本逻辑
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先天带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
形态因素，在受到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长期影
响下问题迭出、纷争不断，不仅难以适应全球化的
发展进程，而且也明显无法满足人类完善国际秩序
的正向需要。因此，基于上述对全人类共同价值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辩证关系的梳理，我们认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和平发展进步力量
增长的历史趋势，而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其根本的理
论层面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的价值评判体系。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的矫正路向，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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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践逻辑的体现。人类正在
经历一个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要在遍布危机的全球治理进程中
更好地落地生根，需要借助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百年
变局下超越主权国家治理行动中的价值引领，而这一
致思路径又依托以下三方面的具体行动落实与拓展。
其一，以“和平”“发展”共识增进国际公共
事务管理的认知基础，彰显在全球治理中的生存价
值。人类长期以共同体的形式现实存在着，完成在
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对自身所处境遇的思考，就
要寻找到能够满足共同实践活动所需的价值共识。
和平与发展作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在国际公共事务
管理中是最基础的也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和平
[16]331
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
只有在达成和平共识的基础上，世界各国才能获得
在国际合作中维护好自身安全、收获稳定的条件，
资本全球扩张下个行为体之间的碰撞与冲突也将大
大减少，这既是对最大的共同利益的维护，同时也
[17]5
回应了“各国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 。“发展”
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与“和平”同样都是不可
阻挡的时代潮流。孕育于全球治理新的全球协调背
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倡以“和平”共识
弱化因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差异带给全球
治理的不良冲击，自觉摈弃冷战思维，重视普遍安
全的实现，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
观，表明了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准绳在国际交往、维
护周边稳定环境等方面的努力，意在为人类谋划长
期稳定局面下的更优质的生存；主张以“发展”共
识弱化强势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甚至国际社会
中的主导地位，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积
极争取国家话语权和治理主动权，“欢迎各国搭乘
[1]546
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倡导在真正的“全
球合作”中推动全球性问题磋商和解决。和平发展
是人间正道，也是增进国际公共事务管理的认知基
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基础
上，坚守和平与发展的底线，为在世界持久和平下
推进全球治理、人类繁荣发展打开新思路，彰显自
身在全球治理中的生存价值。
其二，在新一轮历史博弈中构筑“公平”“正
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彰显在全球治理
中的社会价值。弘扬和维护公平正义本应该成为世
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的价值目标，但事实
上它在今天还远远未能实现。这是因为涉及不同国
家、非政府组织、集团、个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
的全球治理呈现出受其资本主义矛盾影响下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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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全球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有待向着更能体现
“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公平”作为国家
之间获取理解、团结合作的基础，是调节国际社会
关系、优化多边合作治理框架的重要遵循。“正义”
是全球治理主体在共同行动中协调各方利益、实施
公共准则的标尺，表现为人们对共同原则的遵循和
对共同利益的维护，在全球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的
构建中表现出“全球正义”价值意蕴。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出现，使得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
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机制迎来了变革的转机，
表明中国对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担当以
及对西方发达国家“一家独大”的单边主义和冷战
思维的警惕与反对，鼓励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
家积极参与到妨碍全球治理的纠治行径中；它关注
全球正义的实现，秉持正确义利观，倡导在全人类
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协商合作，建构在全球治理中体
现正义精神的治理框架和准则。公平正义是人类的
共同理想，也是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与制度框架的基
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整个人类社会视角
出发，倡导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
理化，顺应了共生共存共享发展的可持续性趋势，
致力于开展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共同行动，
彰显着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社会价值。
其三，以“民主”“自由”的政治价值观带动
共求世界发展的实际行动，彰显在全球治理中的政
治价值。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追求
“民主”，但其“民主”实践却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政治价值观的不同也直接反映在不同治理主体
带动共求世界发展的实际行动中。近代西方式民主
生发于“原子式个人”的虚幻共同体基础，决定了
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中对资产阶级利
益的偏袒维护会引发出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成长于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将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强调
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民主”形式与内容的有机
统一并将其运用到全球性民主思维的培育中。“自
由”与主体发展密不可分，以充分的“人类解放”
为基础“自由人的联合体”旨在实现真正的自由。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全人类中心主义，葆有“为
世界人民谋大同”的初心，关注世界人民参与全球
治理的整体感受，倡导解决世界人民最关心的治理
问题；它科学认识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复杂性和当代
中国全球发展路径，明确反对以“自由”“人权”
为借口肆意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行为，提倡摆脱不
同制度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偏见，使共同体思维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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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治理体系中得到更深层次发展。民主自由是人类
的共同追求，需要通过共谋世界发展的具体行动予
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
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发展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提
倡增强全球治理合作机制与政策等的开放性和包容
性，彰显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政治价值。
不包含某一阶级特殊利益诉求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展现出
自身优势，不仅可以弱化世界范围内价值理念冲突，
而且为优化全球治理提供可行的方向指引。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关注人类共同价值诉求，发挥全人类
共同价值在公正、合理、民主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
中的重要作用，凝聚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价值共识，
为顺利开启全球治理新篇章、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
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也找到了可行路径。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资本逻辑
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完善的“中国方案”，
在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中，
成为剖析全球治理症候与发展图景的新智识。理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中的发展定位及其
超越性内涵，需要立足于“两个大局”下的文明进
步与世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依循唯物史
观解释框架、延展唯物史观理想“共同体”逻辑、
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丰富
着全球治理的思想资源，找到了在当下全球治理中
的理论坐标，助推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深刻把握
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趋势，汲取中华文明滋养、
依托当代中国全球治理实践构建新型文明观，推动
全球治理向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转变，
助力世界文明的全球融合；延续着“问题在于改变
[2]502
世界”
的哲学使命，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
加以矫正，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更广泛的国际认
同和价值共识，推动更适合的全球治理系统与机制
生成。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治理体系
的当代构建，从本质上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更
为契合国际社会需求与人类共同愿望，正指引着世
界和平安宁、共同发展与文明融合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
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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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甚至发达国家指明了经济发展之路，为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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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5.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求是, 2017（21）：3 − 28.

四、结束语

［4］

1)(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植于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先进

新华月报. 新中国70年大事记(1949.10. 1—2019.10.
习 近 平 . 扎 实 推 动 共 同 富 裕 [J]. 求 是 , 2021（ 20）：
4 − 8.

［6］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思想精髓，吸收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汲取

强调: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统筹做好重

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在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大 金 融 风 险 防 范 化 解 工 作 [N]. 人 民 日 报 , 2021−

的同时，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

08−18(001).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具有示范意义。在

［7］

版社, 2020.

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道路有了最适合、最有
效的经济指导思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未来
将有进一步的飞跃，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还会
产生更大的成就，未来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

习近平.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 北京: 外文出

［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10］ 习近平.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
境界[J]. 求是, 2020（16）：4 − 9.
［11］ 习近平.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发展新境界[J]. 求是, 2020（2）：4 − 11.
［12］ 习 近 平 . 在 纪 念 马 克 思 诞 辰 200周 年 大 会 上 的 讲
话[N]. 人民日报, 2018−05−10(001).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J]. 求是, 2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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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

习近平.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
和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时的演讲[M]. 北京: 人民

［5］

（6）：13 − 20.
［12］ 王义桅. 大变局下的中国角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3］ 桑建泉, 陈锡喜.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对构建人类

5 − 11.

张雷声.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J]. 马克
张永红, 殷文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9］

［11］ 陈 曙 光 . 世 界 大 变 局 与 人 类 的 未 来 [J]. 求 索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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