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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
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
话，深刻总结疫情带给人类的“四大启示”，
系统阐述了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就在当天，
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联合国总部大楼所处
的美国，成为全球首个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病
例突破 20 万的国家。在此背景下，习近平
主席指出的“四大启示”更显意义深远，事
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事关钢铁一般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
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球村
里。当病毒肆虐时，它不会识别感染对象是

“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是“白人”还是
“黑人”，它的目标只有一个——人类。它不
会识别宿主的意识形态，丝毫不管“意识形
态争论”，人类的抗疫行动也必须跨越文明
冲突陷阱，跳出小圈子与零和博弈的思维。
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利，从他
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事实证明，对那些在
疫情早期以邻为壑、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
的国家来说，别国的灾难迟早会变成自己的
挑战。

事关不会逆转的潮流。这个历史潮流就
是经济全球化。关于这一点，欧美人民应该

更有体会。600年前，正是他们的祖辈扬帆远
航、跨越山海，才有了人类的地理大发现。
自此，经济全球化从涓涓细流汇聚成席卷全
球的滚滚浪潮。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
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
被人为割裂。发展的问题还要靠发展来解
决，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挑战，靠“逆全球
化”解决不了。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像鸵
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像堂
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拼命抵制，都是违背历
史规律的做法。

事关需要变革的方式。人类需要一场自
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只讲索取不
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
修复的老路不可持续，疫情后世界经济需要

“绿色复苏”。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代
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
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这方面，
中国的成绩有目共睹：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
费总量比重已上升到近15%，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占全球一半以上。2000 年以来，全球新增
绿化面积的1/4来自中国。面向未来，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在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

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事关亟待完善的体系。疫情不仅是对各国

执政能力的大考，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检
验。“我们能够携手并肩对付一个共同且危险
的敌人吗？还是任由恐惧、怀疑和非理性左右，
四分五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发问切
中时弊，发人深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
全球性挑战，必须要有全球协调一致的行动，
各国应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
走多边主义道路。在此过程中，大国更应该有
大的样子，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肩负起大
国责任，展现出大国担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新冠肺炎疫情不会
是人类面临的最后一次危机，我们必须从中吸
取教训、充分反思，做好携手迎接更多全球性
挑战的准备，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榜样。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时间：9月22日下午
活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网课”飞进千家万户。
云端课堂打破了教育的围墙。座谈会上，北京大学

的郝平介绍说，全校上学期开设6000多门次网课。无论
古稀老人还是青年学子，都坐在同一个“教室”。

“知识、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如果闭目塞听 3 个月，
恐怕会落后世界一大截。”对借助新技术推进全民终身学
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中央政治局每个月也
会进行集体学习，了解有什么新鲜事发生了。终身学习
体系一定要建设好，构建方式更灵活、资源更丰富、学
习更便捷的体系。”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程建平，在发言中将在线教育
比喻为“未来教育的核动力”。在盘点“云共享”优势之
余，他也点出了学生视力下降的问题。

就在上周，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农村一所小学考察
时，还特意叮嘱孩子们保护好眼睛。此刻，听到这儿，
他插话说：

“这段时期孩子们在线学习的时间多了，我前段时间
就中小学生的视力问题作过一个批示。要总结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在线教育的经验，利用信息技术更
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同时，要坚持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北京体育大学的鲍明晓在发言中坦言，一些学校重
考分轻锻炼，体育课也时常被挤压。他针对“场地设施
少”的痛点，提出了形式多样的场馆改造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听得仔细。“我们办运动会的场地，办
完以后要考虑怎么利用。解决了场地，还要解决体育运
动的机制、措施、办法……”他尤其强调了正确的运动
观念：

“一方面，要让孩子们跑起来。另一方面，体育锻炼
要讲究科学，做好保护和准备工作，帮助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

讲到孩子们的体质，总书记敞开了话题：“我们的一些
孩子体质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这些
年我们推行免费营养餐，贫困地区孩子们体质增强了，个头
也长高了，这个现象很普遍。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城里孩子，缺
的不是营养，缺的是运动。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体育锻炼
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城市孩子的体育锻炼要搞上去。”

一听到体育话题，会场里个头高挑的中国女排队长
朱婷，眼睛里都是光。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同她打招
呼：“朱婷也来了！”

“女排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路径。青少年校
园足球现在开始推广和普及起来，还要久久为功”。

…………
从体质到锻炼，再到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话题的广度不断拓展，座谈会紧紧围绕

问题展开。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总书记叮嘱的话语间蕴含着自信，“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是比

较扎实的，都是实打实的，我们创造了那么多奇迹，还是靠我们的教育基础，不要妄自
菲薄。”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一套规则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晚在北
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习近平强调，联合国成立 75年来，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国际社会要以隆重纪念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为契机，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重申对联合
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将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坚
定支持联合国工作。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全
球抗疫不能松劲。中方愿意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经验做
法，并继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坚定
支持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
用，加强国际合作和联防联控，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中国将履行承诺，在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
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
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疫情催生了不少新问题，但归结起来，还
是离不开和平与发展问题。安理会要发挥集体安全机制作
用，常任理事国要作表率。搞单边主义和霸权必失人心。

习近平强调，要尽力降低疫情对经济和民生的影
响，调动全球资源和力量，推动各方在减缓债务、加大
援助等方面采取及时和强有力举措，助力发展中国家发
展，缩小贫富差距。

习近平强调，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需要处理好人
与自然的关系。中国既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也主动
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努力呵护好人类共同的

地球家园，积极同各国一道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习近平指出，疫情也放大了全球治理体系中不适应、

不匹配的问题。各方应该思考如何加以完善，而不是推倒
重来，另搞一套。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
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
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从不搞意识形态对抗，从不主
张脱钩，从不想称王称霸。我们想得最多的，是让14亿中国
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但是，我们也
不会坐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发展空间受损，会坚定维
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各国互联互通，命运休戚与共。要超越国
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古特雷斯表示，当前世界面临新冠肺炎疫情、气候
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更加需要多边主义，更加需要
国际合作，更加需要强有力的联合国。感谢中国一贯给
予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坚定支持。有了中国的支持，联合
国才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
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在践行多边主义、应对气
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
和举措，支持中国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支持中国
同非洲和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联合国希望同中国继续
加强合作，期待中国发挥领导作用。我相信中国完全有
能力实现自身发展并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从“四大启示”看清世界潮流
■ 韩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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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9月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9月23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
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
话。国际舆论认为，习近平主席在重大历史
关头提出的一系列中国主张和宣布的重要举
措，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
当，向处在十字路口的世界传递了信心与希
望，相信中国将在联合国框架内为维护多边
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展现大国担当

“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
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的“金句”立即成为各大
外媒转发的热点。

《纽约时报》 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在联合
国大会上承诺，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
施，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报道认为，
如果承诺实现，中国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作出重大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用实际行
动支持全球抗疫和联合国工作，赢得国际社
会普遍赞赏。英国 《卫报》 报道称，中国将
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
划再提供 5000 万美元支持；中国将设立规模
5000 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

南南合作信托基金。
巴基斯坦政治分析人士穆罕默德·阿基

勒·纳迪姆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展
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向许多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在全球抗疫斗争中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生动体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称，在过去几年
里，世界看到中国在国际机构中承担更多责
任的务实行动，展示了大国担当。作为行动
派，中国让世界看到其在全球治理事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的抱负。

（下转第二版）

国际社会热议习近平主席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的重要讲话

中国担当为联合国发展注入信心和希望
本报记者 贾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