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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团结抗疫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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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世纪大疫情加剧国际格局巨变，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关于世

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准确判断和深邃思想，验证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性与前

瞻性。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确保我国疫情防

控和经济恢复方面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成功打赢了针对新冠肺炎病

毒的阻击战和针对国际“政治病毒”的遭遇战，捍卫了国家安全，维护

了全球稳定。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提出重要倡议和主张，丰富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体现了大格局、大视野、大胸襟，提升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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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与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成果，具有

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当前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相互交织，

催化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印证了习近平关于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准确判断和深邃思想，验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严重威胁人类公共卫生健康，酿成错综复杂的全球性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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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经济全球化受挫，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有增无减。世界面临重大选择：是守望相助还是以邻为壑？是心怀

天下还是独善其身？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值此关键历史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统揽全局、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

在首位，确保了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方面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成功

地打赢了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阻击战和针对国际“政治病毒”的遭遇战，捍

卫了国家安全，维护了全球稳定。习近平密集开展元首外交，通过视频、电话、

信函等方式提出重要倡议和主张，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叙事，有力地推

动了国际抗疫合作，加强全球治理，擘画了后疫情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蓝图，

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一、发出携手抗疫、共克时艰的最强音

疫情面前，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只有尊重科学、敬畏生命，齐心协力、

排除干扰，才能战胜疫情挑战。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

世界发出团结抗疫的呼声，全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与国际社

会一道风雨同舟，相互帮扶，共同抗疫，书写了团结合作的新篇章。

（一）坚持人民至上，铸就伟大抗疫精神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1] 世纪大疫情突如其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

所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中国政府网，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3/content_5556991.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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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 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统揽全局、

果断决策，为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坚定了信心、凝聚了力量、指明了方向。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贯彻“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打响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2] 在这场同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

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习近平指出，“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我们什么都豁得出来”。[3]生命无价，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就是保护人权。

无论是耄耋老人，还是呱呱坠地的婴儿，中国均一视同仁，全力救治患者、

拯救生命，迅速夺取了全国战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习近平在谈到疫情带来

的启示时指出：面对疫情，我们要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要调集一

切资源，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位患者，坚决

遏制疫情蔓延。[4] 这一伟大的抗疫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理念的生动写照，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导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打赢了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阻击战。经此一役，

中国制度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在中国共产党

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凝聚了万众一心、无惧危险、

战无不胜的强大合力，筑起一道护佑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万里长城。

在这场大考中，中国创造了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复学复市、

率先实现经济由负转正的奇迹，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信心，增强了中国的

国际影响，让中国处于更加主动有利地位。中国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

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人民日报》

2020 年 6 月 8 日。

[2]　同上。

[3]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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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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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1] 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所取得的重大抗疫成果，

为各国战胜疫情注入了强大信心。

（二）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指明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多地多点暴发，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习近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元首外交，推动国际社会就重大

传染病防控展开国际合作，让国际社会看到了走出疫情阴霾的希望。习近平

在同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话和出席国际会议时均强调：为维护人类健康福祉，

中国将同各国一道促进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2020 年 3 月 21 日，习近平

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时提出，“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

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 5 月 18 日，

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团结合作战胜疫

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致辞，提出加强疫情防控建议，呼吁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文明史也是一部同疾病和灾难的斗争史。病

毒没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各国人民勇敢前行，守

望相助、风雨同舟，展现了人间大爱，汇聚起同疫情斗争的磅礴之力。”[3]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防控难度陡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白皮书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穿中国抗疫始终”，“全世界人民心怀

希望和梦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目标一致、团结前行，就一定能够

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4] 中国之所以积极倡导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在于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乃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

整体，必须要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大视角来思考应对之策。

[1]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求是》2020 年第 8期。

[2]　“习近平就法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电”，外交部网站，

2020 年 3 月 21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759165.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3]　“习近平在第 73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人民日报》2020 年 5

月 19 日。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15

从团结抗疫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时代意义

为推进国际合作，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提出四点倡议：

第一，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第二，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

控；第三，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第四，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1]

上述倡议强调疫情是全球性挑战，迫切需要全球性合作共同应对，开展国际

联防联控不可或缺。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诞生的二十国集团包含世界各主要

经济体，有必要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发挥引领作用。面对此次世纪疫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

国际社会才能战胜疫情，维护人类共同家园。[2]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

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

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

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3] 中国宣布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就是要兑现将疫苗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承诺，特别是要与广大发展

中国家分享。

（三）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反对将疫情政治化

病毒没有国界，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唯有团结合作，共同努力，才

能战而胜之。在加强全球抗击疫情、推进国际联防联控方面，世界卫生组织

的关键领导作用不可替代、不可或缺。中国始终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

领导作用，一直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同世卫组织保持密切沟通合作，

及时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地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4] 

2020 年 3 月 26 日，习近平复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将继

[1]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新

华 网，2020 年 3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26/c_1125773764.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2]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

[3]　“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新华网，2020 年 3 月 13 日，http://www.
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12/c_1125704243.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4]　习近平：“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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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抗疫合作中发挥积极领导作用。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调集一切资源、尽一切努力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加强国际联防联控，分享疫情信息，交流抗疫经验，

遏制病毒传播。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键领导作用。”[1] 习近平主席在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再次呼吁各国支持世卫组织作

用。“77 国集团和中国”发表共同声明，赞赏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努力。中

国以实际行动支持世卫组织开展全球抗疫合作。

为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中国坚决反对任何试图削弱世卫组织的言行，

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污名化的“政治病毒”，这同样是国际社

会的普遍共识。在第 75 届联大会议期间，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发言均强调要

团结合作，支持多边主义，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反对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将疫情污名化。中国积极响应不结盟运动发表的公报，

支持世卫组织和谭德塞履职，反对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任何指责与推诿，

都无助于集中精力应对疫情，反而造成国际社会分裂，让疫情有机可乘，损

害抗疫国际合作的努力。[2]“事实证明，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搞‘甩锅’、

推责，干扰的是全球合作抗疫大局。我们要推动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

除偏见，扫除‘政治病毒’，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大合力。”[3] 在国际

社会最需要团结抗击疫情威胁的时候，美国却一意孤行，顽固推行单边主义、

霸凌主义，并以“断供”世卫组织相威胁，严重掣肘全球疫情防控。美国反

华势力企图借疫情对中国进行抹黑污蔑，落井下石，不仅徒劳，而且贻误了

自身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疫情没有成为中国的所谓“切尔诺贝利时刻”，

却成为美国的“滑铁卢”。美国沦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因新冠肺炎死

亡的人数已超过二战期间战斗死亡的总人数。这再次表明在全球性威胁面前，

[1]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7/c_1126752059.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1 月 5 日）

[2]　“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领导作用”。

[3]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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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隔岸观火、损人利己，必然自食其果。

（四）积极与主要大国加强对话，推动抗疫合作

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大国能否开展有效合作应对关系重大。

中国与俄罗斯及其他金砖国家、欧洲各国保持密切沟通与交流，在维护多边

主义、支持联合国及世卫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加强与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均

取得重要共识。中俄在维护联合国核心作用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抗疫，反

对将疫情污名化，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一年来，习近平同俄

罗斯总统普京 5 次通电话，引领新时代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阔步向前。习

近平强调，中俄在新冠肺炎疫情最艰难的时刻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为新时

代中俄关系增添了战略内涵。[1] 李克强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共同主持中俄

总理第二十五次定期会晤，强调两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不仅有利于双方，也有利于世界。[2] 2020 年是

中国与欧盟建交 45 周年，中欧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

挑战，完善全球治理，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战略意义。习近平指出，新

形势下，中欧合作的全球性和战略性更加凸显。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

方都致力于坚定不移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欧方实施积极的对华

政策。[3] 2020 年 9 月 14 日，习近平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

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视频会晤，就中欧

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规划未来。习近平强调，中欧要做到“四个坚持”，即

坚持和平共处、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和坚持对话协商。[4] 这既是中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7 月 8 日，https://www.
fmprc.gov.cn/web/zyxw/t1796087.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1 月 5 日）

[2]　“李克强同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二十五次定期会晤”，新华网，

2020年 12月 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2/02/c_1126814275.htm。（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3]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两国元首就下阶段中法合作达成重要共识”，

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38994.shtml。（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4]　“习近平同德国欧盟领导人共同举行会晤”，新华网，2020 年 9 月 15 日，http://
www.xinhuanet.com/2020-09/15/c_1126493059.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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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同应对疫情挑战的重要共识，也是后疫情时期加强互利合作的原则。拓

展合作领域，加强绿色合作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搭建了新的合作平台，

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2020 年 12 月 30 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完成中

欧投资贸易谈判，将提升中欧互利合作的水平，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在华尔街爆发时，中美携手合作，成功挽救了世界经济。

然而，这次疫情危机却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其症

结在于美国反华势力倒行逆施，为掩盖自身应对疫情不力，将中国当作替罪

羊，大搞污名化、“甩锅”、推责，制造“政治病毒”，拖累了全球抗疫和

经济恢复的后腿。尽管如此，中国对美国人民遭受疫情折磨深表同情，向美

国出口大量抗疫医疗物资，帮助美国人民渡过难关。中国坚定捍卫国家荣誉

与民族尊严，大力弘扬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团结国际社会共同抗疫，

恢复经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表示

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1] 中国坚信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推进互利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二、人类进入互联互通新时代

新时代、新环境需要新作为。面对百年罕见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习近

平把脉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着眼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大局，积极倡导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延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促进团

结抗疫，使中国占据国际道义的高地。

（一）都在同一艘船上，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在全球化浪潮下带来时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25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1835555.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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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经纬的巨变。与此同时，跨界性挑战和风险也层出不穷，国与国之间的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各国携手应对。中国贯彻

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将人的安全置于最优先地位。习近平从人类社会的

根本利益和共同安全视角出发，强调树立大家庭理念，为国际抗疫合作点亮

希望之光。“这场疫情启示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休戚与共的地

球村里。……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

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

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

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1]

全球性问题只能以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化解，共同体理念则是基础。“人

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全球性

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2] 单边主义、以邻为壑换不来独善

其身，只有人人安全，才会有自身的安全，才会实现共同安全，在应对疫情

挑战时，必须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凝心聚力，并肩向前。习近平会见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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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联互通时代理应

互帮互助，为支持各国抗击疫情，中国毫无保留地同各方分享经验，尽己所

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中国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球人道主义

行动。中国抓紧复工复产，及时向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大量的抗

疫援助，运送大量医疗物资，拯救无数生命，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诠

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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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网站，2020

年 9 月 2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17094.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0年9月22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0-09/22/c_1126522721.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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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完善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遵守《联

合国宪章》精神、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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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情肆虐折射出全球治

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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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之时，联合

国的作用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需要坚守而不

是抛弃。中国这一立场表态是对联合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成功经验的总结与肯

定，也是对联合国未来进一步发挥核心作用的期许。简言之，支持联合国就

是支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然而，有的国家却在此时采取合则用、不

合则弃的实用主义立场，大肆“退群毁约”，对世界卫生组织说“不”，让

全球合作举步维艰。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日增 60 多万例；死亡病例日增上万例，

防控难度前所未有，即便有了疫苗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加强全球大协调、大

合作刻不容缓。我们还应看到，此次疫情既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也

给各国带来新的合作机会。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性问题的风险加大，非传统

安全威胁凸显，如公共卫生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拉大等问

题都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行动加以应对。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

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3] 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积极参与者和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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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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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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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贡献者，上述多边机构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提

出全球数字安全倡议，旨在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中国还倡导开创合作共赢的

气候治理新局面。

（三）积极宣介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国际意义，为后疫情时代擘画发展蓝图

正当全球在探索后疫情时代世界何去何从、如何开辟世界经济复苏之路

时，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如何看和如何办的问题。习近平积极主动向世界

介绍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发展格局，展现中国发展未来蓝图，阐述

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方向的了解。中国将科学把

握新发展阶段，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

性。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构建新发展

格局 实现互利共赢”的主旨演讲，深入阐述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深

层考虑，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中国动力。“中国早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

体系深度融合。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

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1] 作为 13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

支持透明、开放、包容、非歧视、基于规则的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

贸易体制。习近平提出，开放是国家进步的前提，封闭必然导致落后。当今

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早

已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我们绝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不会谋求“脱

钩”或是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上述政策立场宣示有利于消除一些

国家的误解，也清晰坚定地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的

高质量、制度性开放，旨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积极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打造更紧密的区域合作。受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2020 年亚太地区经济出现了近 30 年来的首次负增长，经济下行风

险加大。中国更加主动作为，加快亚太区域合作节奏 , 展现了远见卓识。即

[1]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主旨演讲”，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1 月 19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833585.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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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受到疫情冲击，中国仍坚定不移地倡导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

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深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持续推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加快创新发展步伐，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把愿景一步步转变为现实，为亚太人民造福。”[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

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2] 2020

年 11 月 4 日，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愿同

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推动尽快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同月 15 日，中国即正式签署 RCEP，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

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诞生。这是对多边主义投

出的信任票，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将夯实亚太地区在全球

经济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中日在 RCEP 框架内建立的自贸关系将助推中日

韩自贸区的达成。中国还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3] 该决定必将进一步激活亚太区域一体化动力，拓展

更大互利合作空间。中国新发展格局将中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更加紧密地

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

三、中国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表

明团结合作才是战胜疫情的有力武器。如何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帮助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仍是一项严峻考验，需要国际

[1]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9/c_1126759154.htm。（上网

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

[3]　“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 年 11 月 28 日，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1/2020/1128/c78779-31947888.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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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通力合作。中国在全力迅速控制疫情后，成功扭转经济下滑局面，为国

际抗疫和经济恢复做出重大贡献，增强了国际社会共克时艰的信心。

（一）增强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心

随着疫情不断反复、在一些国家地区持续蔓延，一些悲观主义情绪在滋

生弥漫。有人声称搞“群体免疫”，有人甚至向病毒举起白旗。无论是“群

体免疫”，还是投降主义，都是对生命的漠视。美国的疫情失控，死亡人数

超过 30 万，既是天灾，更是人祸。美国领导人在知晓病毒危害性的情况下，

一直隐瞒实情、误导民众，错失疫情防控的最佳时机。美国记者鲍勃·伍德

沃德在《愤怒》一书中记录了其从 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2020 年 7 月 21 日先

后 18 次采访特朗普的内容，“一直对外宣扬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大号流感’

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从一开始就知道新冠肺炎病毒的致命性，但他隐瞒了这一

切，对外故意淡化疫情威胁”。特朗普对此辩称，“这么做是为了减少民众

的恐慌”。[1] 在国际社会众目睽睽之下，美国上演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人道

主义灾难大片，政客却为其政治私利而一味推卸责任，罔顾民众生死，是对“人

人生而平等”的莫大讽刺。

历史上，人类多次与疫情交锋，国际社会在抗击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

甲型 H1N1 流感等重大疫情时形成广泛共识，即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强大的

武器。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大考中，中国面临的是“闭卷考试”。《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系统复盘了中国抗疫的艰辛历程。中国在较

短时间内成功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说明病毒是可以战胜的，对国际社会是一

个巨大而宝贵的鼓舞，对推进全球疫情防控意义重大。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

合反复强调，要树立战胜疫情的信心与决心，鼓励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勇担

责任，时不我待。习近平指出，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

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抉择。[2] 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

[1]　“‘水门事件’记者再出新书，特朗普被爆‘故意淡化疫情致命威胁’”，新华网，

2020年 9月 1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11/c_1210795065.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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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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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

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1]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世

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历史上看，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什么灾难、

什么逆流，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而且一定能够继续前进。”[2] 中国应对

疫情的坚定立场与必胜信心给国际社会莫大希望与鼓舞。“我们坚信，和平

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

逆转。我们要为人民福祉着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实际行动为建

设美好世界作出应有贡献。”[3] 习近平的讲话铿锵有力，显示了中国在面临

困难挑战时绝不言弃、勇往直前的精神品质，以实际行动为国际社会战胜疫

情加油鼓劲。中国的抗疫努力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肯定。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新冠肺炎病毒是可以被战胜的，是其他国家可以效仿的

榜样。[4]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暴发以另类方式证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只要守望相助就一定能战而胜之。

（二）科学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绿色复苏必不可少

当前，全球各国都面临着疫情防控与经济重启之两难，若“带毒解封”

或过早放松疫情防控，将可能导致疫情反弹，贻误控制疫情和恢复经济的时

机。在互联互通时代，各国命运相依，任何国家的疫情防控和经济成败都将

影响到其他国家。“这场疫情再次说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

相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赢得全球抗疫最终胜利，还是

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协作，共同应对危机考验。”[5] 中国

[1]　“习近平：携手抗疫　共克时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新

华 网，2020 年 3 月 2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26/c_1125773764.
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5 日。

[3]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2020 年 11

月 1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17/c_1126752059.htm。（上网时间：

2020 年 12 月 10 日）

[4]　“普京：中国向全球展示新冠病毒能被战胜 是他国榜样”，新浪网，2020年 11月 17日，

https://mil.news.sina.com.cn/2020-11-17/doc-iiznezxs2363131.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5]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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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恢复，科学统筹疫情常态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市

复学，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提出“六稳”“六保”和“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体现了准确识变、主动谋变的战略思维，显示了中国强大的修复能力和

旺盛生机。中国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率先由负转正对世界经济复苏是重

大利好。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强劲动力。

中国具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中

国拥有增长迅速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 10 余年中，中国对

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增长年均贡献率约 30%，此次疫情后，中国将再次成为世

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 年全球经济

将萎缩 4.4%，而中国经济将增长 1.9%，是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展望，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率将超过三成，

在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带动下，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预计将于 2021 年底

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辟更多人

员往来“快捷通道”和货物通关“绿色通道”，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顺

畅，助力各国复工复产、恢复经济。[1] 新发展格局将充分激发中国市场潜力，

创造更多旺盛需求。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意

味着消费的提质升级，“将对来自世界各地更加多样化高品质的产品、技术、

服务产生更多需求。相信随着中国市场潜力不断激发，将为各国提供更广阔

的市场机会，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更强劲动力”。[2]

新冠肺炎疫情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确保人类卫

生健康还需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发展、绿色复苏是关键，建立清洁

美丽的世界是后疫情时代的重要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不仅限于国家

之间，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应对卫生、环境、气候变化、粮食安

全等全球性挑战时，也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的新发展理

[1]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人民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

人民网，2020年11月17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20/1118/c1002-31934771.html。（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0 日）

[2]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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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新发展格局均着眼于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度，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和举措，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应对气候变化，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1]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增强信心，坚持绿色

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

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2] 中国积极主张并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共建

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

（三）抗疫和发展之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本质是人人安全理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重视并强烈呼吁共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好疫情防控

与经济恢复，增强其抗击疫情的能力建设，共渡难关。新冠肺炎疫情已使上

亿人陷入极端贫困，如果疫情持续恶化，贫困人口还将进一步增加。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报告指出，鉴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长期严重影响，到 2030 年，

全球或将再有2.07亿人陷入极端贫困，从而使极端贫困总人数突破10亿。[3]

如何消除全球发展不平衡赤字任重道远，应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对减贫、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入更多资源，推动构

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加强疫情防控、重

启经济、增加就业仍是各国的优先议程。值得一提的是，“一带一路”建设

已让 700 多万人摆脱极端贫困，如今在做好疫情联防联控前提下，确保有关

工程不息业、不停工意义非凡，能助力沿线国家保就业、增加收入。作为联

通欧亚大陆的旗舰项目，中欧班列逆势增长。截至 2020 年 11 月 5 日，中欧

班列年内开行达 10180 列，已超过上年全年开行量，运送货物 92.7 万标箱，

同比增长 54%，往返综合重箱率达 98.3%，运输网络持续拓展，已通达欧洲

[1]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

[2]　“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外交部网站，2020 年 12 月 12 日，https://
www.fmprc.gov.cn/web/zyxw/t1839761.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3]　“联合国报告：2030 年全球或有超 10亿人极端贫困”，新华网，2020 年 12月 4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2/04/c_1126820876.htm。（上网时间：2020 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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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个国家、92 个城市。[1] 2020 年以来，共运送医疗物资近 800 万件，共计

6 万多吨，成为中欧之间抗疫合作的“生命通道”，为维护国际供应链、产

业链稳定提供重要支撑。[2] 截至目前，中国已经与 138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

织签署 201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 2020 年 11 月 19 日，习近平

在 APEC 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合作之路、健康

之路、复苏之路、增长之路。

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壮举，对发展

中国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反贫困、战疫情均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

合作的重要议程。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互帮互助、加强抗

疫合作，诠释了雪中送炭的深厚情谊。2020 年 6 月 20 日，中非团结抗疫特

别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与会领导人一致决定加强团结抗疫的共同行动，携

手构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在峰会上提出四个“坚定不移”，即要

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

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中方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

至 2020 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4] 只有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快更好

的发展，才能真正解决全球发展的失衡，才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

既是对中非关系发展的历史总结，也是中非抗疫合作、恢复经济发展的指导

思想。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非友好始终是中非关系的发展主线，患难

见真情。此前，中国曾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慷慨援助，帮助他们抗击疟疾、霍

乱和埃博拉等重大传染疾病，得到非洲国家的称赞。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非洲国家向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与声援，续写中非命运与共的佳话。《中

[1]　“国家发改委：正全力提升中欧班列运能运力”,中国网，2020 年 11 月 17 日，

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201117/5433538.shtml。（上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2]　同上。

[3]　“我国已与 138 个国家、31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1 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新华网，2020年11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1/17/c_1126752050.htm。（上

网时间：2020 年 12 月 15 日）

[4]　“习近平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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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联合声明》重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体

现了中非团结合作精神。中国愿率先向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使

其能用得上、用得起。中国已设立疫苗研发中国中心，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推进金砖五国疫苗联合研发和试验、合作建厂、授权生产、标准互

认等工作。[1]

四、结语

作为大国领袖，习近平洞察世界风云、高瞻远瞩，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破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了不少大仗硬仗，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重大成就。党中央对形势与任务做出重要判断，指出要统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

新挑战。面对单边主义、霸凌主义逆流，中国劈波斩浪，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

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稳定之锚。

病毒仍在全球肆虐，疫情防控挑战大、任务重、难度高。对此，国际社

会既要做好当前疫情防控，还要总结经验，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习近平

就疫情防控、恢复经济、支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等提出新倡议、阐述新主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力提升了中

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习近平外交思想定向把舵，是中国

人民迎难而上、开拓创新、敢打必胜的力量源泉。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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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携手同心推进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