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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

联合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
国维和峰会。“中方挺身而出，承诺建设 8000人
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出资培训非洲的维和
人员。这一方案赢得参会者的掌声。”联合国
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忆录中写道。

联合国维和峰会后 5年内，中国加强和改
进维和行动的 6项举措全部兑现。今年 1月，
习近平主席同中部战区海外维和分队进行视
频通话，勉励维和官兵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
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向世界展示
中国军队良好形象。

2013年 3月，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推动建设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开
辟国与国交往新路指明了方向。国际人士指
出，这一方案“不只是中国对于当前世界关系
格局的一种立场或看法，更是这个大国对自身
发展经验的智慧总结”。

中国致力于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不断
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与合
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
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
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
家团结合作，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
对外关系新格局。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形势的
稳定锚、和平发展的正能量。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
言之战祸”，联合国宪章扉页，载明世界人民反
思战争、渴求和平的初心。

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
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
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
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
能得到有效履行。”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
定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在为维护
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坚定站在发展
中国家一边，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
民主化，就是在不断壮大捍卫世界和平的力
量。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保护
主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就
是在守护和平发展的底线。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人类共同事业，需
要各方共同争取和维护。只有人人都珍爱和
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
训，和平才有希望。

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
的世界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
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
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
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今年 6月 22日，阿富汗东部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严重人员伤亡。27日，运送赈灾物资的中
国政府专机抵达喀布尔机场，引发全球广泛关
注。许多网民对比 2021年 8月美军仓皇撤离阿
富汗时出现的平民坠亡画面，不由感慨：“同样
是在喀布尔机场，两架飞机，一架带走生命，一
架送去希望。”

为阿富汗人民送去希望，助力阿实现和平
发展，是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彰
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向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时
所指出的：“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阿富
汗，是全体阿富汗人民的期盼，也符合地区国
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
织，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习
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
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
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今年 4月 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郑重提出全球
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
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
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
非传统领域安全。“六个坚持”，明确擘画了各
国实现共同安全的行动路线图，指出了一条对
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
新型安全之路。

国际政要纷纷指出，全球安全倡议回应了
国际社会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迫切需要，展现

了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安全与稳定、合作与发展
的深刻思考。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文表示，在
世界面临多重危机的时刻，中国提出全球安全
倡议是一个适时之举，将造福全球。

几个月来，全球安全倡议相继写入多份双
多边文件，澜湄合作第七次外长会一致支持澜
湄六国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倡议已开始
从理念迈向实践。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全
球安全倡议，升华于中国在安全领域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携手各国筑牢防
控屏障——

“千里送羊，情深谊长”“真情实意，都在茶
里”。2021年 7月 16日和今年 2月 6日，习近平
主席两次在外事活动中提到中国与蒙古国“羊
来茶往”的感人佳话。这是中国同各国守望相
助、携手抗疫的生动写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向 153个国
家和 15个国际组织提供数千亿件抗疫物资，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2 亿剂疫
苗。不断更新的数字背后，是中国致力于维护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不懈努力。

面对突发自然灾害，中国第一时间伸出
援手——

近期，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中方
迅速将在中巴经济走廊社会民生合作框架下
提供的储备物资悉数投入救灾一线，并以最快
速度将追加提供的新一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运抵。

今年 1月，太平洋岛国汤加火山爆发并引
发海啸、火山灰等灾害，整个国家一度与外界
失去联系。当天，中国政府即通过驻汤加大使
馆紧急筹措首批应急物资，第一时间捐赠给汤
加政府。随后，一箱箱写着“四海皆兄弟，万里
同日升”的救援物资从中国运往汤加。

面对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国主张标本
兼治——

中国从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
出发，站在公道一边，既立足当下积极劝和促
谈，又面向长远提出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
欧洲安全框架。中国积极推动创立阿富汗邻
国协调合作机制，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
点主张、促进中东和平稳定五点倡议，积极推
动伊核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积极推进半岛
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和平性、正当性、建
设性，成为中国解决热点问题的鲜明特色。

世界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要穿越惊涛骇浪、驶向光明未来，必须同舟共
济，企图把谁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

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
的世界

“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
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
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
谐美好的远方”

“我们坐上中老铁路列车啦！”不久前，几
名老挝儿童登上“澜沧号”动车，兴奋不已。

时针拨回至 2019年 4月 29日，习近平主席
在给老挝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全体师生的回
信中写道：“欢迎你们早日乘上中老铁路列车
来到北京。”

2021 年 12 月 3 日，中老铁路正式运营通
车，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到“陆联国”的跨
越。中老铁路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共促繁荣发展的生动缩影。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表明，无
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
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
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2017年
5月 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
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回顾古丝绸之路历史，阐
明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携手各方打
造世纪工程的初心。

如今，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化为行动，
从愿景变成现实，取得沉甸甸的硕果，不断为
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截至目前，已有
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 200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014年 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德国期间专
程到杜伊斯堡港参观，在火车站台见证一列从
中国重庆始发的列车满载着货物缓缓驶入。
如今，中欧班列已铺画 82条运行线路，通达欧
洲 24个国家的 200个城市，实现月行千列、年行
万列，成为中欧跨境货物运输大通道。

2016年 6月，习近平主席在塞尔维亚贝尔
格莱德参观河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中企
到来前，这座百年钢厂陷入经营困境，牵连着
当地民生。很多市民早上起床后都习惯看一
下高炉烟囱，确认钢厂正常生产后才能心安。
中企收购后，钢厂扭亏为盈，人们悬着的心也
终于放下。

在中南半岛，中老铁路不仅将中国昆明与
老挝首都万象相连，还辐射泰国、缅甸、马来西
亚、柬埔寨、新加坡等近 10个国家和地区；在非
洲大陆，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的亚吉铁路
带动沿线 13 个工业园区建设，为当地创造 10
多万个就业岗位……一条条“幸福路”，一座座

“连心桥”，一个个“繁荣港”，让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光明大道越走越宽广。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随着时间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具象化，像是不断生长进化
的自然过程，从没有其他倡议这样有“生命力”。

共建“一带一路”是新时代的中国不断扩
大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完
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伟大实践。

“世界经济正如我们身边的太平洋，汇聚
千流、连通四海，铸就了浩瀚宽广的胸怀，孕育
了波涛澎湃的活力”“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
些回头浪，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
此分割的状态，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互
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中国积极推动经
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赢方向发展。

2014年 11月，雁栖湖畔，北京亚太经合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作出启动亚太自贸区进
程的重大决定，勾画建设亚太互联互通网络的
新蓝图。

2016年 9月，西子湖畔，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达成 28份具体成果文件，首次把发展
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首次
制定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
计划，首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
国家工业化，树立起新的“全球标杆”。

2018年 11月以来，黄浦江畔，中国连续举
办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宣布一系列扩大
开放新举措，持续引领全球开放合作之风。从
举办进博会、服贸会、消博会，到发起成立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
发银行，中国搭建起一个个国际合作平台，不
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从统
筹推进 21个自贸试验区建设到高质量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从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到连续
5年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推动全球最大
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
实施，到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坚定不移推动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多重下行风险，
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遭遇严重挑战。

历史紧要关头，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呼吁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
突出位置，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
阶段，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倡议已得到
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响应和支
持，6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

今年 6月 24日晚，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与
会国国旗旗阵恢弘壮观。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
式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上世纪 60年代末，我在中国黄土高原的
一个小村庄当农民，切身体会到了百姓的稼穑
之难和衣食之苦，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深深
印在我的脑海里。半个世纪后，我重访故地，
看到乡亲们吃穿不愁，衣食无忧，脸上洋溢着
幸福的笑容。”习近平主席以个人经历开篇，深
情阐述中国支持全球发展合作的真诚愿望，宣
布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一系列重要举措，
推动会议达成一份包含 32 项举措的成果清
单。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全球发展倡
议开始落地生根。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耀亮银河。
在通往共同繁荣的道路上，中国始终与各国携
手并肩。

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
的世界

“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
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
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和谐共生”

“您访问希腊时，我会带您去看看希腊的
文物。”2019 年 5 月 15 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开幕式前，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大会的
时任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向习近平主席发
出邀约。

同年 11月 12日，习近平主席如约而至，在
帕夫洛普洛斯总统陪同下参观雅典卫城博物
馆。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幕墙洒入展厅，一座
座古希腊神话人物和建筑雕像栩栩如生。习
近平主席表示：“我们一道回味历史，以古鉴
今，展望未来，决定中希要更加紧密地携手开
辟更加美好的明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镌

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
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应对
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必
须汇聚起文化文明的力量。

2014年 3月，正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文明是多彩、平等、包
容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
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因包容才有交流
互鉴的动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任总干事
博科娃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是给教科文
组织成立 70周年的最好礼物”。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始终是习近平主席心
之所系。“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
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
这些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
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从墨西哥奇琴伊察玛雅文明遗址
到埃及卢克索神庙，从捷克斯特拉霍夫图书馆
到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古城，铭刻下一段段文
明交流互鉴的佳话。

“虽然已经过去 6年多时间，习近平主席在
卢克索参观古埃及文明遗址的情景，我依然记
忆犹新。”埃及文物部前部长曼姆杜哈·穆罕默
德·贾德·达马提今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16年 1月，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
访问，达马提两次陪同习近平主席参观并介绍
情况。“习近平主席一边认真观看历史遗迹，一
边与我交流，对古埃及文明表现出浓厚兴趣。”
他说，“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的主张，要树立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
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2019年 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
行。会议不仅覆盖亚洲所有国家，还向世界各
大洲开放。

“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
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
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
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
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
话、和谐共生”……习近平主席的话引发强烈
共鸣。

推动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构建人文共同
体，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形成政治、经济、人
文“三轮驱动”，推动将“一带一路”建设成文明
之路……中国不断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舞台。

长期以来，个别西方国家沉迷于推行所谓
“普世价值”，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行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之实，动辄以意识形态划
线，加剧了世界分裂、对抗的风险。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
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
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2015年 9月，在第
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
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高度，提出全人类共同价
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
撑，为人类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注入了强大
精神动力。

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刻洞察各国相互依存、
文明多元共生的现实，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
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全人类共同享有、也
有责任共同维护并弘扬的价值理念。日本前
首相鸠山由纪夫认为，虽然各国社会体制不
同，但都应着眼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2019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参观雅典卫城博
物馆时，帕夫洛普洛斯总统代表希腊人民衷心
感谢习近平主席给予希腊文明应有的理解和
尊重，并表示赞赏中国在国际上奉行崇高的道
义标准，“如果世界各国都秉持这样的理念，人
类前进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
的世界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
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
之路”

今年，神舟十三号太空“出差”三人组拍摄的
中国空间站8K超高清短片《窗外是蓝星》一度刷
屏。茫茫宇宙，蓝色星球，山河灿烂，壮美如画。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需要共同呵护。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
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
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近些年
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
峻挑战。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
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2013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们关于环境保护的
问题时指出，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

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阐释“两山理念”，让世
界读懂了“美丽中国”的缘起。党的十八大以
来，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的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
人心，建设美丽中国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
奋斗目标，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成为中国人
民的“幸福体验”。

2000年到 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
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专门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积极评价“中
国生态文明理念走向世界”；“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倡议，入选联合
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精品案例……
最早提出“绿色GDP”概念的学者之一、美国国
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指出，“中国给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

2021年 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理念，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
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
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明
了各国携手应对挑战、打造清洁美丽世界的合
作之道。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
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全球气候治

理进程的关键节点。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
幕式，阐明中国主张，宣布中国举措，积极开展
穿梭外交。当大会主席敲下绿色小锤，长达数
年艰苦卓绝的谈判收获丰硕成果，会场内外一
片沸腾，人们长时间欢呼、鼓掌、拥抱之时，也
永远铭记中国为达成《巴黎协定》“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

《巴黎协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
者，中国一直以最大的决心、最高的智慧应对
气候变化。

2020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布：“中国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
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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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
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
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
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

目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
易，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宣布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碳达峰碳中和“1+N”
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

保护生物多样性，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
征程——

2021年，云南大象北上南归吸引全球目光，
让世界看到中国保护野生动物的努力和成果。

同年 10月，也是在云南，中国承办的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
一阶段会议发表“昆明宣言”，促进全球朝着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050年愿景迈进。中国宣
布将率先出资 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
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
业，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等举措，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
上新台阶。

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助力全球低碳转型——
今年是蒙内铁路运营 5周年。全长约 480

公里的蒙内铁路线上，建有大型野生动物通道
14个、桥梁 79座，所有桥梁式动物通道净高均
在 6.5米以上，方便大象和长颈鹿等大型动物
无障碍通行。蒙内铁路，已成为将“一带一路”
建成“绿色之路”的生动写照。

如今，中国已与 31个合作伙伴发起“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绿色基建、绿
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绿色，正成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
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
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中国将与各国
继往开来，并肩前行，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

乘历史大势而上，走人间正道致远。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

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
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
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新的历史征程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
人类进步的一边，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继续向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继续
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进
发，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
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