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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声音激荡世界

“前进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和平发
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
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201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站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的历史节点
上，新时代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古老东
方大国敞开怀抱、拥抱世界的万千气象。

在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德米特里·诺维科夫看来，习近平主席
在讲话中重申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令世人相信，中国在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同时，
将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为全球发展做出
贡献。

一个多月后，经中共十九届四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 发布。《决定》 指出：“坚持和完
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中国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
次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认
为，面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中国既强
调了自身的全方位建设，也放眼于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世界其他国
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起到极大的启示
作用。

即将过去的 2019 年，是中国与世界
发生深刻互动的一年。从双边会晤到多
边舞台，从主场外交到国际会议，习近平
主席在多个重大场合，深刻阐述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贡献关乎人
类未来的中国方案。

“我们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大步向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
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朝
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

一次次对中国主张的深入阐述，一
个个合作共赢的高光时刻，记录下中国
与世界携手同行的坚实足迹。美国“外
交学者”网站刊文称，“人类命运共同
体”描述的是一个相互合作的世界，它
以双赢为前提，是一种取代过去零和思
维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担当引领世界

今年初，中国科幻影片 《流浪地
球》 在海外赢得广泛赞誉。英国 《经济
学人》 周刊网站刊文称“这部影片可以
被解读为一个关于中国的多边主义理念
的故事，其中融入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影片中的中国英雄们寻求
与外国人建立伙伴关系，正如中国主张
与其他国家携手解决全球问题并达成

‘双赢’的结果一样。”
回归现实世界，地球没有去“流

浪”，人类社会却面临着“世界怎么
了”“人类将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回顾2019年，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世界依旧充满不确定性——霸权主义和
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
义不断抬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
益突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
杂交织……

“中国有信心走好自己的路、办好
自己的事，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合作
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世
界 经 济 更 加 美 好 的 明 天 不 懈 努 力 。”

2019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上说。

这是充满自信的中国担当，这是把
握时代大势的中国智慧。英国 《金融时
报》 称：“当前，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
复杂严峻时期，世界经济形势面临下行
危险。中国领导人呼吁世界经济开放、
包容、平衡、普惠发展，加强多边贸易
体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彼
得·比斯特龙说，在全球化时代，国与
国之间经济上相互关联，在彼此尊重和
实现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深化合作非常重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回答了世界应
该采取何种态度和方法应对当前国际社
会面临的各种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非常伟大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
学家安格斯·迪顿称赞，中国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努力令人钦佩，中
国经济发展对世界以及经济全球化作出
了持续贡献。“中国告诉世界，中国站
在经济全球化的一边，但这也需要其他
国家的共同努力。”

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能力建设中
心副主任亚西尔·马苏德表示，中国在
全球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地区政
治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通过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正在为国
际关系赋予新意义和新内涵。

中国主张启迪世界

进入12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多场推介活动在世界各地展开。从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到美国纽约，从
多米尼加圣多明各到澳大利亚堪培拉
……多国外商提前“锁定”第三届进博
会，共享中国机遇。

“中华文明历来主张天下大同、协
和万邦。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不断为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贡献！”这是习近平主席在
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向世界发出的

“中国之约”。
大道不孤，德必有邻。这一年，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起越来越多
的国际共识。中国的“朋友圈”越建越
大，“人气”越聚越旺。有外媒评价
说，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从未像今天这样
大。中国承担起历史责任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正是因为中国放眼人类共
同的未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国
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
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

美国 《全球策略信息》 杂志社华盛
顿分社社长威廉·琼斯认为，中国领导
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各
国搭建了合作桥梁，推动以协商交流的
方式解决分歧，助力各方最终实现共赢
目标。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一理
念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比罗尔高度
赞赏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表示：“我们当
今面对的大量全球性挑战，如环境问
题、能源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
自解决所有的问题，各国、各方都应该
携手合作。”

塞拉利昂人权委员会主席达内马就
非洲新设立的人权法庭举例，表示越来
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采纳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并运用国际法等工具落到实
处。“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在人权的框架
内，如何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来
引领改革，以此增强凝聚力，增强共识
和互信，保障各国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
权利。”

上图：2019 年 11 月 28 日无人机拍
摄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全景。
科伦坡港口城是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一
带一路”重点合作项目。

（新华社发）

中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

中国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扩展其高铁网络。如今，
中国的高铁运营总里程近 3 万公里，占全球 2/3 以上，
已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舒适的座椅、宽敞的空
间、方便的餐饮及稳定的无线网络让高铁渐渐取代飞
机成为越来越多民众出行的优先选择。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积极赞扬中国铁路技术制造
商、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良好合作。中国高铁坚持
高品质、低成本。中国高铁成本约每公里 1700 万至
2100万美元之间，比其他国家约低 1/3。更重要的是，
政府并没有将对高铁的巨大投入转嫁到乘客身上，高
铁票价相对优惠。

——据德国《明镜》周刊12月14日报道

中国2019出境游人数持续增长

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报告显示，2019 年 1-9 月，
中国出境游人数同比增长 14%。报告指出，旅游业已
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产业。2018年，该行业收入约为
1.7万亿美元，仅次于石油天然气工业 （2.4万亿美元）
和化工业 （2.2 万亿美元）。国际旅游业占世界服务出
口的29%，占全球总出口的7%。

俄罗斯“世界无国界”旅游协会新闻处近日表
示，2019 年上半年，中国游客在俄消费额达到 5.39 亿
美元，占国际游客在俄消费总额的 18%，消费排名遥
遥领先。

——据俄罗斯卫星网12月16日报道

中国校园实现“无现金化”

在中国高校校园中，以往只有零星出现的几个卖
饮料的自动贩卖机。现在，这些自动贩售机大多具备
冷藏功能，并增加了面包之类的食物，通过手机扫码
就能拿到商品。学校的超市以前主要靠人工结账，学
生们需要排长队，如今，这种情况也得到了改善，超
市逐渐配备了自助收银机。在校园中，共享单车即开
即走，非常方便。

在一些高校中，由于年轻人习惯网购，以往的快
递包裹堆积如山，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的状况时有发
生。现在，一般会安装快递柜，用户只需输入快递员
发送的取件密码就能取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校
几乎实现了100%无现金化管理。

——据《日经商业》周刊12月15日报道

中国对太空领域合作持开放态度

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近日表示，中
国在太空探索领域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属于合
作关系。这显示了中国乐意和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而且，
中日两国今后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将会越来越频繁。目
前，包括东京大学在内的多所日本高等院校所申请的项
目已经入选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项目。

中国大约从 20 年前开始加速提升太空探索的实
力，如今已经确立了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太空大国
地位。近地轨道空间站和月球基地的建设都是中国独
立推进的项目。

——据日本《产经新闻》12月15日报道

如今，气候变化已经不是一个陌生而抽象的术
语，它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前，
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气候挑战，主
要表现为能源和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增多、粮食安
全危机等问题。世界各国应如何团结起来，携手应对
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

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艰难推进。2015 年签
署的 《巴黎气候协定》 是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之力共
同应对气候挑战的一份倡议。但是，美国 2017 年 6 月
宣布退出该协定，并于 2019年 11月 4日正式通知联合
国启动“退约”程序。美国的退出将极大影响全球节
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扰乱全球气候治理的整体步伐。

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西班牙举行。总体来
看，大多数国家持积极态度，但与会国家在减排力度、为
受气候变化影响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国际碳信用额交易
市场规则等议题上存在分歧，谈判无法取得实质进展。

在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代表强调，
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为促进各方搁置争议、达成共识做出了不懈努力。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仅主动节能减排、降低
碳排放，同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还积极帮助其
他国家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呼吁更多国家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自身来看，首先，中国在气候治理方面重拳出击，

推出强有力的气候政策，有效减少了碳排放。中国大城
市中的PM2.5值不断下降，蓝天越来越多。其次，中国在
治理土地荒漠化、减少污水排放、垃圾分类等方面也取
得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最后，中
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上投资巨大，逐渐成为风能、
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大国。中国经济朝着更加绿色、低
碳的方向发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国际担当来看，中国坚定支持 《巴黎气候协
定》 的共同目标，积极呼吁其他国家达成碳排放共
识。中国通过自身行动彰显出大国魅力和领导力，为
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信心和力量。

（刘小依采访整理）

2019，国际社会这样说④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命运共同体：为世界谋大同
本报记者 李嘉宝

2019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闪

耀国际舞台。

世界怎么了，人类将向何处去？和平发

展之路该怎么走？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

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当世界站在

十字路口，中国主张各国同舟共济、同心协

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正以实

际行动告诉世界，中国谋的是世界大同，计

的是天下之利。中国的新时代，也是世界的

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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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访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特任副研究员 巴拉尔·约萨夫■ 受访专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特任副研究员 巴拉尔·约萨夫

近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5次缔约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在西班牙马德里闭幕。本次大会上，中
国代表团设立了“中国角”展区，向世界
展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实行动。大会
主席、智利环境部长卡罗琳娜·施密特表
示，中国与有关各方紧密合作，推动相关
气候协议达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西班牙埃菲社称，经历改革开放的中
国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也在不断
努力改善国家的环境状况，并向世界展示
其取得的巨大进展。

美国 《国会山报》 指出，现在迫切需
要一种全球领导力，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
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方案，这为中国提供了
巨大的机遇。早在 4 年前，中国在全球气
候谈判中就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提出了
具体的减排目标。今年，中国不仅超额完
成对 《巴黎气候协定》的大部分承诺，还
积极呼吁其他国家搁置争议，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

左图：“中国角”是马德里气候变化
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内部工作和对外交流的
场所。 新华社记者 逯 阳摄

专家

解读
中国为气候治理注入信心和力量

12月8日，第二届浙江国际智慧交通产业博览会·
未来交通大会闭幕。图为杭州市民在会场外参观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在沈阳建筑大学的学生服务中心，投递工作人员
和学生在“智能包裹柜”前存放和收取快递包裹。

黄金崑摄 （人民视觉）

在今年第十五届中国出境旅游交易会上，泰国展
位的工作人员指导参观者在工艺伞上彩绘。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