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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7年伊始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就对瑞士进行了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就对瑞士进行了国事访问，，出出
席了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席了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 20172017年年会年年会；；访问了联合访问了联合
国日内瓦总部国日内瓦总部、、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瑞在瑞
士期间士期间，，习近平发表了两篇重要演讲习近平发表了两篇重要演讲 《《共担时代责任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共促
全球发展全球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明了中国在经济阐明了中国在经济
全球化上的态度全球化上的态度，，解读了解读了““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的理念。。

演讲中演讲中，，习近平多次引用古典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习近平多次引用古典名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些名句这些名句，，通过习近平的表达通过习近平的表达，，融合了中国主张融合了中国主张、、中国方中国方
案案，，走向了世界走向了世界，，成为全球化的时代强音成为全球化的时代强音。。20142014年年55月月，，本报本报
曾以曾以““习得习得””为题整理过部分习近平的名句引用为题整理过部分习近平的名句引用，，分为民本分为民本
篇篇、、治理篇治理篇、、天下篇等天下篇等。。后续后续，，本报还编辑出版了本报还编辑出版了 《《平天平天
下下》》 两册图书两册图书，，对中国古典治理智慧和中国古典政治智慧进对中国古典治理智慧和中国古典政治智慧进
行整理行整理。。

如今如今，，我们再次以我们再次以““习得习得””为主题为主题，，将习近平的相关引将习近平的相关引
用系统梳理后用系统梳理后，，分为分为““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和和““中国方案中国方案”，”，分别推分别推
出出，，以飨读者以飨读者。。此为此为““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篇篇。。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2017年1
月18日）

典出：《三国志·夏侯玄传》
原文：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上下之益，在能相

济
释义：美食佳肴，在于能够调和各种不同的滋

味；良好的上下级关系，在于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

解读：友善的中国人民自古就重视“和而不同”
的理念，人与人、国与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
文化，但是彼此间要开放包容、和谐共处。就如同做
一道美味的羹汤，需要有各种滋味的调和。世界上有
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
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
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
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
而我们则要坚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不
应让文明差异成为冲突的根源，而应使其成为人类文
明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习近平在秘鲁国会的演讲 （2016 年 11 月 21
日）

典出：唐·张九龄《送韦城李少府》
原文：
送客南昌尉，离亭西候春。
野花看欲尽，林鸟听犹新。
别酒青门路，归轩白马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释义：只要彼此相知，即使相隔万里也可以像邻

居一样。
解读：中国人总是试图用一种心理状态去跨越时

空的隔阂。比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一个物理上的时空，被中国人幻化
成了诗意的存在。

而这跨接时空的，是中国人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
观，既能用于朋友间，又能用于国与国之间。当然这
也是有前提的。一是要平等，无论是朋友间还是国家
间，交往一定要基于平等，平等是友谊的前提。二是
要信任，相知无远近，相知就是不仅要知情，更要知
心，面对共同的发展问题，只有信任才能产生合作。
三是要务实，朋友间要有共同语言和事业，国家间要
有相同的发展任务，优势互补，只有在不断合作干事
中，才能深化友谊。

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

——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
幕式上的讲话 （2014年6月5日）

典出：《后汉书·西域传》
原文：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

于塞下。
释义：送信的、传达命令的，每月都不断。形容

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繁盛的景象。
解读：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

族在历史上的长期交往，让人想起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香料之路。甘英、郑和、伊本·白图泰是名留青史的
中阿交流友好使者。丝绸之路把中国的造纸术、火
药、印刷术、指南针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也把
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介绍到中国，在文明交流
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
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
火相传。当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中国同阿
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是共建“一带一
路”的天然合作伙伴。双方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既登高望远，也脚踏实地，让“一带一路”
建设尽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合则强，孤则弱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6月28日）

典出：《管子》
原文：夫轻重强弱之形，诸侯合则强，孤则弱。
释义：各国能够联合起来就强大，彼此孤立就弱

小。
解读：世界上的国家同处于一个地球，我们没有

理由不珍惜地球的生存环境。但这一条命运小船上的
兄弟，却易生嫌隙，大小摩擦不断，两次世界大战几
乎将世界逼到文明倒退甚至毁灭的边缘。而和平时
期，我们又面临着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
全、重大自然灾害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这不得
不促使我们放下武器，好好谋划，共同呵护人类赖以
生存的地球家园。

所谓“合则强，孤则弱”，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各国
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
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政治、安
全、文化等其他领域。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
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积极树立
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才能达到“天下大同”
的理想状态。

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

——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 （2014 年
11月17日）

典出：明·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十六回
原文：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

阔，非一流之归也。
释义：高大的房屋建筑的建成，不是靠一棵树的

木材原料就能做到的；大海之所以辽阔，不是靠一条
河流的水注入进来就能形成辽阔态势的。

解读：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
友谊金字塔，都需要两国民意的坚实基础。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中国已经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交，然而
真正影响两国关系的，是中国人民与这些国家人民之
间源源不断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对这个问题的深刻理解，导致中国在与其他国家
交往时，反复强调民意基础的重要性。无论是“一带
一路”还是与具体国家的交往中，无论是领导人出访
还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民意与友谊，始终是中国
向世界伸出的橄榄枝。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2015年4
月22日）

典出：清·魏源《默觚·治篇八》
原文：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倾厦非一木之

支也，决河非捧土之障也。
释义：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可能会很困难，但许

多人一块行走则容易走快。
解读：合作的意义无需多言，“一加一大于二”的

道理许多人都懂，问题在于如何去做。一句话，互利
共赢、优势互补。合作的意义在于，双方以各自的长
处，弥补对方的短板，借助对方的优势，共同发展
好。对于国家来说同样如此，一个开放的中国，如今
正处在最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时代。这就是为什
么，“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
开发银行等一系列措施，以世人称赞的开放速度，加
快着与世界各国的融合发展。中国欢迎世界各国搭乘
中国发展的列车，同样愿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向世界虚心学习，共同进步。

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6月28日）

典出：《庄子·人间世》
原文：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
释义：凡是交往，与身边的朋友交往一定要相互

信任，与远方的朋友交往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解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一言，驷

马难追”，在中国人的相处之道中，一诺千金是道德的
典范。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就是信任，只会猜忌的
朋友关系是不可长久的。扩大到整个国际交往中，中
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式道德的最佳典
范。这些年，中国针对周边国家提出了亲、诚、惠、
容的外交理念，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努力使
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
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同时，中国也重视各大国的地位

和作用，致力于同各大国发展全方位合作关系，积极
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同欧洲发展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
伴关系，大家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这一远一近的相处之道，便是中国人的朋友观。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
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
话 （2014年9月24日）

典出：《礼记·学记》
原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释义：独自学习而无人切磋，则孤偏鄙陋，见闻

不多。
解读：道理很浅显，需要不断向别人学习，才能

确保视野宽广，个人如此，国家亦然。对于中国来
说，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是我们的根基，是永远不能
丢的血脉，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故步自封，只有坚
守而没有创新。事实上，中华文明最为巅峰的时期，
正是与外界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而在紧闭国门多年
之后，我们才发现西方坚船利炮火力之猛烈。

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已经成为许多主流
文明的共识。我们应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兼收并蓄、去伪存真，以真正开放的心态打开
民族的视野，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习近平在斐济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永远做太
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2014年11月21日）

典出：春秋·老子《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原文：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

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
争。

释义：圣人不存占有之心，而是尽力照顾别人，
他自己也更为充足；他尽力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
富。自然的规律是让万事万物都得到好处，而不伤害
它们。圣人的行为准则是，去做事，但不争。

解读：双赢是一种智慧，在个人生活中如此，在
国家交往间亦然。既然选择了与人合作，就需要处处
为对方考虑，帮助对方实现利益最大化，真正为他人
着想，才能实现真正的双赢。

合作共赢，中国一直以这种理念与各国进行往
来。中国梦愿与世界各国的梦想互相呼应，在发展中
不断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共同走上繁荣之路。

强不执弱，富不侮贫

——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2015 年 11
月7日）

典出：战国·墨翟《墨子·兼爱中》
原文：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

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

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释义：强大者不控制弱小者，富人不欺侮穷人。
解读：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内在基因，讲

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内涵。近代
以来，外敌入侵、内部战乱曾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
难。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宝贵，绝不会放弃维护和平
的决心和愿望，绝不会把自身曾经遭遇的苦难强加于
他人。中国繁荣昌盛是趋势所在，但国强必霸不是历
史定律。中国自古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知

“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我们的战略选择和郑重承诺。

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

——习近平在越南国会的演讲 （2015年11月6日）
典出 ：唐·王勃《八卦大演论》
原文：故据沧海而观众水，则江河之会归可见

也；登泰山而览群岳，则冈峦之本末可知也。
释义：站在大海旁看江河，就知道江河为什么要

会归大海；登上泰山看其他山，就知道其他山峰为什
么以泰山为尊了。

解读：本文前句有“据沧海而观众水，则江河之
会归可见也”，实际是在阐述一种广阔的视野、一种大
气的格局、一种高远的境界。这与“登高望远”和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工。
从个人来讲，要想有宏观大局的胸怀，必须提高

个人的见识和境界。只有拥有了更高的学识，才能拥
有更高的境界，也才能自如地应对工作生活中的各种
问题。

在国际交往场合多次提到此句在国际交往场合多次提到此句，，表明中国是一个表明中国是一个
很有追求和拥有高远境界追求的国家很有追求和拥有高远境界追求的国家，，富强后绝不胁富强后绝不胁
迫迫、、欺侮其他国家欺侮其他国家，，是非常贴切的是非常贴切的。。再次体现中国和再次体现中国和
平的外交思路平的外交思路，，和大气的国家气度和大气的国家气度。。

量腹而受，量身而衣

———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20152015年年 99
月26日）

典出：战国·墨翟《墨子·鲁问第四十九》
原文：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

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
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

释义：知道肚量的大小才去接受（吃多少东西），知
道身材的高低才能穿（合适的）衣服。

解读：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穿了才知道。任何一
种制度，都要符合所在国的历史、现状以及人民的意志。
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尊重多样性、宽容多样性，应
该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
开放，是每一个现代国家都应当追求的共同价值。但如
何实现这些价值，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和道路。
对不同道路的尊重，同样应该成为共识。毕竟，条条大路
通罗马，而达到罗马的道路不必相同。

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2014年11
月17日）

典出：北宋·欧阳修《朋党论》
原文：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

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释义：和衷共济，从未改变，齐心来共同成就事业，

这才是君子交朋友的方式。
解读：交朋友有君子之交与小人之交，君子之交就

是虽淡如水，但是和衷共济的基本态度不会变；小人之
交就是看上去可能很热络，但是在利益面前经常动摇。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国与国之间的相处，经常是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上千年的事，在时间的长河中，总会有一些
冲突、摩擦或者不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会不会有矛盾，
而是在于能否始终如一地对待彼此。以君子之交的方
式，始终如一地相处，才是国与国之间友谊长存的秘诀。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
月15日）

典出：北宋·黄庭坚《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
原文：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

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
逼真。

释义：随着别人谋划，终究落在人后；形成独家特
色，才能生动真切。

解读：这句话本身是在谈书法。从练字来说，永远摹
帖，不过是照猫画虎、亦步亦趋；只有别出心裁，才有可
能自成一派。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国际社会当中。美国著名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写道，在
考察了数十个转型中的政治体并用不同的指标进行衡
量之后，他发现，如果历史条件不同、社会治理程度不
同，而仅仅依靠移植制度，往往会出现社会动荡的结局。
因为移植和效仿的制度，往往需要很多因素综合起作
用。比如，首先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谈民主和
法治，否则“贫穷的正义”往往引来更多动乱；同样，高标
准的制度要求，也需要稳定而多元的社会阶层作为支
撑；此外，还需要人口的素质、政治操作的成熟度、阶层
的流动、政治的吸纳性等。而如果忽略这些因素，完全依
靠乌托邦式的理想型来移植，其短期和长远的后果都是
不得不予以深思的。所以，量体裁衣、一切从实际出发，
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也是政治和国家实践应该遵
循的道路。

（（整理整理：：李李 贞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