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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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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主义文化源远流长，崇尚和平、爱好和平、追求和平是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基本价值取向;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和中国人

民美好愿望的真切表达。和平相处、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早已渗透到中华儿女的

血液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为建设美好世界

贡献了中国方案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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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社会经济、文化有了

长足发展，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致力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一些国家极力鼓噪“中国威胁论”，对此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

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史以来从苦难遭遇

中得出的必然结论。”面对新的形势，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想，展示了正

在崛起的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表达了中国人民

追求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望。

一、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

提出与价值及其文化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

新问题，集全党之智慧，充分汲取民族文化的优秀

成果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科学判断，

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

略，倡导在各国平等、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的基础

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场合论证了这一思想的内涵。2013 年 3 月 23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提

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与现

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 2017 年新年来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诚恳地告诉全世界: “我真诚希望，

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更加和平、更加繁荣。”［1］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断发展完

善，日臻成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思想包含四层含义: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

处一个世界; 合作与共赢是核心; 责任共担与利益

共享是基本原则; 包容与可持续发展是目标。这一

思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核心理念，对当今世界产

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国梦的实现

开辟了新境界，提供了新动力。通过构建人类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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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平等相待、相
互谅解的伙伴关系; 真正促进多国家、多民族和多

文明的交流沟通，全方位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

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

意识形态的界限，深深地根植于底蕴深厚而丰富的

中国文化; 这一理念是对当今中国和世界科学准确

认知，为思考人类未来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为推动

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的合理的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理论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体现了正义

性、和平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日渐走向一体化的今

天，中国以开放、合作、共赢的姿态走向世界，也会

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拥抱世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中

外优秀思想文化的融会贯通，增进中国同世界的沟

通认知，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追求进步、发展的

国家和民族一起建设美丽、富庶的家园。中国的和

平发展与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构成威胁。
中国人民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博大

胸襟，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深

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智慧的土壤，是中华民族

爱好和平和追求天下大同的民族文化的深刻体现。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汲取了

中国“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中国的“和”文化源远流长。儒家文化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

以和平、和谐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产生于礼崩乐坏的

春秋时期，发展于纵横捭阖的战国时代，又经过了

2 000 多年的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在中国社会占

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意识，这种文化积淀于民族的

心灵深处，成为具有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特征。
儒家文化的奠基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生

活在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的春秋末期，面对战争给

社会带来的灾难，他极力主张以德感化外邦，反对

轻易地诉诸武力。孔子强烈反对以战争的方法解

决社会问题和国家之间的问题。春秋时期周天子

势力衰微，诸侯争霸，战争纷乱，孔子认为诸侯之间

的争霸战争都是不义之战，争霸战争的结果必然是

“天下无道”。孔子对卫灵公请教的战争之事，表

现出非 常 蔑 视 的 态 度，直 言“军 旅 之 事，未 尝 闻

也。”﹙《论语·卫灵公》﹚即使在日常的教学活动

中，孔子也是“不语怪、力、乱、神”，不宣扬暴力和

战争。而对于以和平方式辅佐齐桓公联合各国诸

侯、共同维持周天子地位的齐国宰相管仲，孔子发

出了由衷的赞赏，“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

之力也! 如其仁!”( 《论语·宪问》﹚孔子对春秋

时期的战乱状况，表示担忧，并指出了战争的性质

和危害。对管仲发展经济而致国富民强以及齐桓

公用和平手段纠合诸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孔子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主义的思想家，其思想内

容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和”平文化的渊源，对

中国的政治、外交、民风民俗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进入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间的战争更加频繁

和剧烈，亚圣孟子发展了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想。
孟子尖锐指出: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

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死”。
( 《孟子·离娄上》) 痛斥“春秋无义战”。他认为，

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不是正义战争，目的在于争

夺土地和城池，且造成民群的大量伤亡。孟子主张

“以德服人”，极力倡导利用和平的手段和方法，建

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反对以武力做后盾，处

理国内和国际关系。孟子明确提出那些鼓吹“耕

战”政策的人，特别是善于进行战争的人应当“服

上刑”。( 《孟子·离娄上》) 同时孟子又指出: “杀

人之父，人 亦 杀 其 父; 杀 人 之 兄，人 亦 杀 其 兄。”
( 《孟子·尽心下》) 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相互杀戮，怨怨相报，永无尽头。所以，

用战争的方法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天下的

和平。孟子对于因为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猛烈抨击，明确指出了战争的危

害，强调对于发动战争的人要严厉惩治。孟子激烈

反对战争的同时，不遗余力的推崇仁政。他认为在

国内推行仁政，可以发展经济，解决百姓生存难题，

使百姓安居乐业，从而实现国泰民安，统治长久。
在国际关系上倡导仁义之道，可提高国家的威望，

扩大国家影响，从而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强大，立于

不败之地。产生于礼崩乐坏时代的孔子“和”思

想，经过大国争雄时代的孟子的阐释和发展，形成

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社会和民心产生了极其

深远的影响。特别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其影

响已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民众内心深处对和

平的渴望和期盼，对中华民族和平的性格塑造起到

了引导、熏陶的作用，居功至伟，惠泽后世。
儒家提出“以和为贵”，反对战争，特别是反对

不义战争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渴望天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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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同其他民族、国家友好相处的美好愿

望，表现出与人为善、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宏大情怀。
这种情怀表明了中华民族对人类命运的独特思考，

即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在各国携手共进、
和睦相处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各个国家通过仁义教

化，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并感化、影响其他民族、国
家，才能达到世界和平进步的目的。这种态度使中

华各民族保持着持久的亲和力以及对其他民族、国
家巨大的感召力。中国自古以来就奉行“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的处事原则，反

对通过侵略、掠夺来谋求自己利益的战争行为。正

如国学大师辜鸿铭所说: “自从 2 500 年以前孔子

的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过像今天在欧

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

外事故( accident) ，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

( necessity) 。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

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2］22。马克斯·韦伯也表达

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尽管战事频仍，但进

入 历 史 时 代 后，即 逐 渐 成 为 和 平 化 的 世 界 帝

国”［3］ 30。
儒家“和”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是“贵和”。“仁

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礼”是整合人际关系的方

式，其目标是“和”。儒家“贵和”文化不仅强调处

理自己国家内部事务的和谐、协调，而且也注重与

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和睦友好相处。儒家在政教制

度上强调礼乐的作用，而制礼作乐是为了致和，即

“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国历代

对“和”有很多论述，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所谓“人和”，就

是内部团结、步调一致。《中庸》“和也者，天下之

达道也”［4］22。可见，强调协调与和谐的“和”文化

是儒家处理人际人关系的最高原则。“和”是我国

独特的文化理念，是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部

分。“和”是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追求的

目标和理想，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们千方百计对

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变革，以求缓解和协调社会

矛盾，实现和平与和谐。政通人和历来就是中国社

会和人民的理想，政通的标志是人和，政通的基础

是人和。崇尚人和，主张和为贵是中华民族世代相

传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基

和灵魂。这种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观

念，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和睦友邻”
“协和万邦”［5］12也成为中国人解决国与国之间冲

突的原则，是中国“和”文化在民族、国家、文化层

面上的重要体现和实践。“和睦友邻”“协和万邦”
体现着中国古代先贤建立在道德准则基础上的国

家观念、世界理念。即以德治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

展，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建立一种理想的国际关系，

进而实现国家的稳定与世界的和谐、和平，也即天

下大同。这是一种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民族精

神。中国古代奉行“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

万邦”的睦邻政策，与周边国家建立起良好的关

系。这种关系的建立，一方面向邻国展示了中华文

化的魅力，使中华文化成为古代东方文化的中心，

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四方来朝”，使中华民族像滚

雪球一样不断发展壮大。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儒家文化发祥地，和平主

义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儒家文化

在中国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

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的

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五项原则概括了国与国

之间和平发展的基本准则，其出发点是，国家不分

大小、强弱、贫富，不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

统和发展道路的异同，彼此都一律平等。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指导下，我国与世界各国及周边国家建

立起和平、友好、和睦的国际关系，同世界多数国家

建立和发展了外交关系，开展了经贸、科技、文化交

流与合作; 同绝大多数邻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了边

界问题，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进了同

这些国家的友谊。“睦邻”“友好”外交就是继承和

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思想精

华，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共筑本地区和世界范围

稳定、和谐的国际关系。可以认为，中国这种外交

指导思想，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传统文化，是以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通过半个世纪的外交实践，已为许多国家

的政府所认同，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关

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外交原则，实乃是中

国儒家人“贵和”文化的杰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

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冷战结束以后，我国政

府从稳定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主张在联合国框架

内，用和平手段，通过谈判、对话和平方式解决国际

争端，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当今在

多极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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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国，坚决反对战争，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谈

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争端，通过平等参

与、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解决国际与地区安全问

题。我国政府积极支持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

全的努力，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在安理会等多边领域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

致力于伊拉克、科索沃、巴以、车臣等地区热点问题

的和平解决，并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开展的维和行

动。中国政府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做法，赢得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

度势，高瞻远瞩，提出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

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

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

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利益。中国

的声音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的声音

是和平的声音、友好的声音，也是合作共赢的声音。
中国的方案将推动世界进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

的时代。特别是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发展

指明了方向，为处理大国间关系提供了新思路，赢

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

“和而不同”智慧的升华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认世界的差异性和多

样性，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体现的是

一种“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与殊途同归的理性判

断。儒家的“贵和”文化，崇尚和谐、统一、协调，但

是，这决不是泯灭个性的完全统一，也不是无原则

的盲从。孔子主张“和而不同”，把“和”视为处理

人际关 系 的 一 个 准 则，强 调 社 会 的 和 谐。儒 家

“和”最初的含义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不同思想、文
化结合在一起而达到的协调。他们认为“和”并不

等于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和而不同”是

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观，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又

主张多样性事物之间要平等相处，和谐互补。《周

易》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6］87，认为

任何事物的发展，在进步中保持着差异和特色，在

差异中又相互沟通和借鉴，因此，要相互尊重照顾

彼此的个性，又要寻求共同点。儒家的多元包容开

放的文化理念成为支配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原

则，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政策。由此有魏

晋以后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的大规模吸收，丰富了

中华文化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了佛教与儒、道的

融合，这种融合成为世界历史上异质文化交融的典

范。
就中国历史来说，儒家文化把 50 多个民族成

功地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和谐共处，在中国土

地上共求进步和发展。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万物

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4］53，实质就是

“和而不同”，就是中华文化的协调与和谐精神。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和而不同”，

这体现着中国人的大智慧［7］。由于“和而不同”，

使中国 56 个民族友好团结，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

文明。也正是由于“和而不同”，使中华文明既是

统一的，又是多样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人类社会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别、多文明的异

彩纷呈的世界，儒家多样性文化观是推动世界文明

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多极化的今天，我们纵观

当今世界 200 多个国家、60 多亿人，其历史条件、
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千差万

别。面对世界的一体化与文明的差异和冲突，“和

而不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

价值取向，提供了体现人类共同智慧的思维方式，

同样也提供了人类共同向往的世界和平图景。当

今世界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个发展模式、一种价

值观念、一种社会制度，各国都有选择符合自己国

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在此

条件下，更感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重要价值，

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是多极化、多元文化条件下，处理国家、民族、文化、
宗教、意识形态冲突的良药。如林语堂所说: “我

认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成

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8］43。我们有充

分的理由认为，“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人类的和

平与进步以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对于全球化的进

程具有重要意义。
21 世纪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各种思

想文化、生活方式，包括民族文化、心理、习惯，都会

发生碰撞和交融，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和而不

同”的哲学思维具有恒久的魅力。它对于我们认

识和处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明的协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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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并存、共生问题，对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

文化的多元化和国际政治的多元化问题具有重要

的启迪和影响。只有把握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
化多元化的特点，以我们民族“和而不同”的精神，

以“求同存异”的博大胸怀，才能共同促进世界文

化的交流和发展，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的进步

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在新的国际

国内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和平进步事业的

深刻思考和伟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家仁爱的精神出发，主张社

会和平与人际和谐，追求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团结

及民众的安居乐业，既反对国家之间的不义战争和

霸道，也不赞成国家内部的压迫和争夺。这种文化

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方针，中国一方面坚持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

处理问题，化解国际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坚持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

平等互利关系，维护了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为我

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和良好的国际环境，最大

限度地维护了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和而不同”
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在对待战争、人与人关系以及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方面的思想精髓，是我国人民爱

好和平、反对战争、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文化心理

的反映。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是立

足于中国文化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局势做出的科学

构想，在世界一体化深入推进，环境、能源、局部战

争这些全球性问题存在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从中

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升华共识，用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思想，化解矛盾和纠纷，共同承担国际责任

和义务，为人类寻求一个健康和谐的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

告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对立，追求人类共同价值

观［9］，是中华文明智慧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华文化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中国传统文

化的“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文化是中国人民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将滋润中华儿女

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

伟大中国梦和中国的和平崛起事业将起到巨大的

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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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Xi Jinping’s Idea for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onstructing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BAO Qiu-yuan
( School of Marxism，Weinan Normal University，Weinan 714099，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peace－loving nation． The culture of pacifism has a long history． Advocating peace，loving
peace and pursuing peace are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he idea of harmony in di-
versity and the philosophy that goals of self and others can be unified，thus the world can be harmonized，are the real expressions of
the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aspira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rmeated into the blood of Chinese people，

peaceful coexistence，mutual respect，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are the essen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keen sense of
building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rais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rawn wisdom and nutrition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ributed to Chinese plan and intelligence for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Key words: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pacif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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