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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命运共同体: 历史地位、
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

吴传华

　 　 内容提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ꎬ 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非洲国家的高度认同ꎮ 中非命运

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ꎬ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是 ２１ 世纪国际合作史中

最重要的思想之一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非洲国家间患难与共、 平等伙

伴、 共筑安全、 共谋发展、 文明互鉴、 绿色发展的典范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所

包含的一系列思想、 理念、 政策和举措ꎬ 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共治、 善

治、 良治方向发展ꎬ 从而最终惠及世界ꎮ
关 键 词　 中非命运共同体　 患难与共　 平等伙伴　 共筑安全　 共谋发

展　 文明互鉴　 绿色发展

作者简介　 吴传华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中国非洲研究院)
副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ꎬ 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ꎮ 习近平主

席专门发来贺信ꎬ 对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表示热烈祝贺ꎮ 习近平主席贺信精

神是中国非洲研究院建院之本、 强院之魂ꎬ 为办好中国非洲研究院指明了前

进方向ꎬ 提供了根本遵循ꎮ① 其中ꎬ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人类命运共

同体和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论述ꎬ 全面理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

位、 典范作用和世界意义ꎬ 对于做深做实非洲研究ꎬ 促进中非人文交流ꎬ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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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春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社科院专刊» (总第 ４７５ 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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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中非文明互鉴ꎬ 进而推动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ꎬ 具有重要的根本性指导

意义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

从习近平主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首次提出 “中非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思想ꎬ 到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又提出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ꎬ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ꎬ 从而使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内涵更为丰富ꎬ 目标更为明确ꎬ 路径更为清晰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ꎮ
(一)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历史上ꎬ 中非友好源远流长ꎮ 近代以来ꎬ 中非都受过西方殖民侵略或统

治ꎮ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ꎬ 非洲国家则合力把中国 “抬
进了联合国”ꎮ 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讲: “我们是朋友ꎬ 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

的ꎮ”① 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曾公开讲到: “一定不要忘记ꎬ 中国为我们国

家解放提供了宝贵援助ꎮ 是人们所说的 ‘红色世界’ꎬ 而非自命不凡的基督教

世界ꎬ 帮助我们获得自由、 实现解放ꎮ”② 中非在共同反殖、 反帝、 反霸的斗

争中结下深情厚谊ꎬ 是双方共同拥有的历史财富ꎬ 也成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

历史基础ꎮ 有鉴于此ꎬ 习近平主席指出: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ꎬ 中非从来都是

命运共同体ꎬ 共同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发展任务、 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

紧联系在一起ꎮ” “中非关系不是一天就发展起来的ꎬ 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ꎬ
而是我们双方风雨同舟、 患难与共ꎬ 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ꎮ”③ 中非命运共

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ꎬ 且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ꎮ
(二)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最早提出的区域命运共同体

任何伟大思想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产生到

发展再到完善亦经历了一个不断飞跃的过程ꎮ “十八大以来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

３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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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ꎬ 载 «人

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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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大致实现三次历史性飞跃ꎬ 逐渐发展成为内涵丰富、 意义重大的理论体

系ꎮ”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一系列不同类型、 不同层次的共同体构成ꎬ 既包括

双边命运共同体ꎬ 也包括区域命运共同体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典型的区域命

运共同体之一ꎬ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在

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非洲三国ꎬ 在坦桑尼亚演讲时首次提出中

非命运共同体思想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早于其他的区域命运共同体ꎬ 包

括亚洲命运共同体、 中国 － 东盟命运共同体、 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拉命运共

同体等ꎮ 历史地看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开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区域命运共同

体的先河ꎬ 对后来其他区域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ꎮ
(三) 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习近平主席指出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ꎬ 也是一个需

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ꎮ 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 国际组织和

机构一道ꎬ 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ꎮ”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一个循序渐进、 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ꎬ 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建成命

运共同体是由历史决定的ꎮ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历史

上是侵略与被侵略、 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ꎬ 不可能首先建成命运共同体ꎮ 发

达国家之间在历史上为瓜分殖民地是相互竞争甚至敌对关系ꎬ 也不可能首先

建成命运共同体ꎮ 只有发展中国家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ꎬ 面临共同的发

展任务ꎬ 具备了建成命运共同体的基础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ꎬ 中非人口总和已达 ２７ 亿之多ꎬ 超过

世界总人口的 １ / ３ꎮ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ꎬ 中非人民的命运无论过去、 现

在还是将来都紧密相连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无疑是最坚实的基础ꎬ 起到固本筑

基的作用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得好ꎬ 会有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稳健顺

利发展ꎻ 反之ꎬ 基础不牢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亦会异常艰难曲折ꎮ
(四) 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是 ２１ 世纪国际合作史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ꎬ 在非洲更是引起强烈反

响和共鸣ꎮ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认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将世界不同区域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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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须隆: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６ 年

第 ７ 期ꎬ 第 ９ 页ꎮ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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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一起共同合作发展每个国家都能受益ꎬ 从而实现共赢的局面ꎮ”① 埃

塞俄比亚学者尤纳斯阿戴托提出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伟大意义堪比哥

白尼提出日心说ꎬ 世界将会因此而改变ꎮ”② 此观点得到非洲学者的广泛认同ꎬ
他们认为ꎬ “日心说” 是从自然科学意义上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ꎬ 而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是从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规划了蓝图ꎬ 是对

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 零和博弈等思想的颠覆ꎬ 是对文明冲突论、 民主和平

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ꎬ 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ꎮ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

亦十分丰富ꎬ 是责任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统一ꎬ 同时还有一

系列理论和政策支撑ꎬ 包括真实亲诚合作理念、 正确义利观ꎬ “五不” 原则

等ꎬ 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指导和引领ꎬ 明确了中非交往的价值认同ꎬ
构建了中非关系的新话语体系ꎮ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

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非常具有远见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平等ꎬ
面向人民ꎬ 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示范性ꎮ”③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凯鲁基将习近

平主席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的重要讲话称为 “２１ 世纪国际合作史

中最重要的讲话之一”④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作用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表示: “中非命运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成为

典范ꎬ 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走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ꎮ”⑤ 中非命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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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俊: «卢旺达总统期待习近平主席到访ꎬ 高度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 “一带一路”
倡议»ꎬ 载国际在线: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ｒｉ ｃｎ / ２０１８０７１９ / ７ａ２ｄｄ４ｅ７ － ｄｃ１ｂ － ｆｆ９１ － ５ｃｂａ － ｂ６ｃ８７３７７ａ２６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１ꎮ

参见埃塞俄比亚学者尤纳斯阿戴托 (Ｙｏｎａｓ Ａｄｅｔｏ) 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举办的 “中国发展新时代与中非合作新机遇” 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ꎮ
李志强等: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中非命运共同体基于平等面向人民»ꎬ 载中国外交部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ｌｔｆｈ２０１８ / ｃｈｎ / ｚｐｆｈ / ｔ１５９３１１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１ꎮ
«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凯鲁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巡展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坦桑尼亚国

家展馆时的发言»ꎬ 载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ｔｚ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ｓｇｄｔ / ｔ１７１３５４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１２ － ２１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Ｏｎｕｎａｉｊｕ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ｏ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８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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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体日趋紧密ꎬ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ꎬ 集中体现在六方面:
(一)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患难与共的典范

中非之间历来患难与共、 互帮互助ꎮ ２０１４ 年西非地区爆发严重的埃博拉疫

情ꎬ 中国全力以赴帮助非洲国家战胜疫情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非洲发生严重旱灾ꎬ
习近平主席宣布向受灾国家提供 １０ 亿元人民币的紧急粮食援助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中国向遭受强热带气旋袭击的莫桑比克、 津巴布韦等国提供紧急援助ꎬ 开创了

中国应急管理部组建后首次向境外派出救援队的先例ꎮ 每当中国遇到困难时ꎬ
非洲兄弟也都及时伸出援手ꎮ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后ꎬ 非洲国家共捐赠了 ６ ４００ 万

元人民币ꎬ 其中只有约１００ 万人口的赤道几内亚向中国捐款１００ 万欧元ꎬ 相当于

每人捐出 １ 欧元ꎮ① 当下ꎬ 中国正全力抗击新冠病毒性肺炎疫情ꎬ 非洲国家纷纷

表示对中国的支持ꎮ 非盟执行委员会发表公报称非盟所有成员国一致支持中国

抗击疫情ꎬ② 阿尔及利亚、 埃及等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援助物资ꎬ 赤道几内亚向

中国捐助 ２００ 万美元ꎮ③ 钱物有价ꎬ 情义无价ꎬ 中国人民将铭记这份情谊ꎮ 中

非同甘共苦ꎬ 为构建 “患难与共、 风雨同舟”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ꎮ
(二)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平等伙伴的典范

平等这一最基本人权对中非人民来说来之不易ꎬ 双方都无比珍视平等的

权利ꎮ 无论何时ꎬ 中非都是平等伙伴ꎬ 中国从不以大欺小、 恃强凌弱ꎬ 从不

干涉非洲国家内政ꎮ 中国在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时ꎬ 从不附加任何政

治条件ꎮ 坦桑尼亚开国总统尼雷尔曾表示: “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

经济和技术援助中ꎬ 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ꎬ 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

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ꎮ”④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又旗帜鲜明地提出 “五不” 原则: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

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ꎬ 不干涉非洲内政ꎬ 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ꎬ 不在对

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ꎬ 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ꎮ 这是对中

非平等伙伴关系进一步的郑重承诺ꎬ 是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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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正确义利观是中非双方的共同价值追求»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５ / ｃ＿ １１１４００６０３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３ꎮ

王守宝: «联合国和非盟继续声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ꎬ 载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９ / ９０８４９８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４ꎮ

«赤道几内亚将向中国捐助 ２００ 万美元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ꎬ 载中国驻赤道

几内亚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ｇｑ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ｓｂｇｘｄｔ / ｔ１７４０４１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４ꎮ
«尼雷尔总统在李先念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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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基础ꎮ 中非平等互信ꎬ 携手打造责任共担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 “建立平等相待、 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坚持对话协商ꎬ 建设一个持

久和平的世界” 树立了典范ꎮ
(三)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共筑安全的典范

和平是人类永恒的向往ꎬ 安全是各国追求的目标ꎮ 非洲已走出大规模战

乱和冲突的阴霾ꎬ 但是局部战乱和冲突还时有发生ꎬ 非传统安全威胁形势严

峻ꎬ 非洲自主和平与安全仍然面临巨大挑战ꎮ 中国主张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新安全观ꎬ 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ꎬ 支持非洲消除恐怖主义、
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ꎬ 支持非洲落实 “消弭枪声的非洲” 倡议ꎮ 为此ꎬ 中非

合作实施 “和平安全行动”ꎬ 中国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ꎬ 向非盟提供无

偿军事援助ꎻ 支持萨赫勒、 几内亚湾等地区的维稳反恐努力ꎻ 设立中非和平

安全论坛ꎬ 在共建 “一带一路”、 维和行动、 打击海盗等领域实施 ５０ 个安全

援助项目ꎮ 中非共守和平ꎬ 携手打造安全共筑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 “坚持共建共享ꎬ 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树立了典范ꎮ
(四)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共谋发展的典范

中非发展任务相同ꎬ 发展优势互补ꎬ 发展战略契合ꎮ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非关系最大的 “义”ꎬ 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发展ꎬ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ꎮ① 中国致力于将自身发展与非洲发展结合起来ꎬ 实现共同发展ꎮ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已连续 １０ 年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ꎬ 中国在非直接投资

存量为 ４６０ 亿美元ꎬ 企业达 ３ ７００ 多家ꎬ 涵盖 ５２ 个非洲国家ꎮ②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已经开花结果ꎬ 亚吉铁路、 蒙内铁路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相

继建成ꎮ 世界知名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发布报告称: “中非合作

大大改善了非洲公路、 铁路、 通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ꎬ 促进了非洲制造业

发展ꎬ 提升了非洲商业环境ꎬ 盘活了非洲医疗、 教育等重要民生需求领域的

当地资源ꎮ”③ 中非共谋发展ꎬ 携手打造合作共赢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 “坚持合作共赢ꎬ 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树立了典范ꎮ

７１

①

②

③

习近平: «开启中非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

致辞»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４ / ｃ＿ １１１７３６３１９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４ꎮ
«２０１８ 年中非贸易额达 ２０４２ 亿美元　 中国连续十年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５ / ｃ＿１２１０１５２０７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９ － １１ － ２３ꎮ
Ｔｈｅ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ｈａ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ｔｏｒｙ?”ꎬ ｈｔｔｐ: /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ｕｐｅｎｎ ｅｄ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ｈｉｎａｓ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ｗｈａｔｓ － ｔｈｅ － ｒｅａｌ － ｓｔｏｒｙ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９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五)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文明互鉴的典范

人文交流是国与国、 民与民之间增进了解、 加深友谊的重要纽带ꎬ 也是

开放包容精神的体现ꎮ 中非在彼此尊重、 相互欣赏的基础上ꎬ 积极开展人文

交流与合作ꎬ 加强文明互鉴ꎬ 为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 维护世

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近年来ꎬ 中非在文化教育、 医疗卫生、 新闻

媒体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日益扩大ꎬ 一系列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分论坛机制不

断发展完善ꎮ 中国与南非建立了中非之间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ꎬ 首次互办

“国家年”ꎬ 与埃及首次互办 “文化年”ꎮ 中非文明互鉴ꎬ 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

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交流互鉴ꎬ 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

界” 树立了典范ꎮ
(六)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绿色发展的典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ꎬ 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共生ꎮ 中非均面临发展经济与保

护环境之间的矛盾ꎮ 中国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理念ꎬ 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式ꎬ
正深刻改变着中国ꎬ 影响着世界ꎮ “中国愿同非洲一道ꎬ 倡导绿色、 低碳、 循

环、 可持续的发展方式ꎬ 共同保护青山绿水和万物生灵ꎮ”① 为此ꎬ 中非合作

实施 “绿色发展行动”ꎬ 中国为非洲实施 ５０ 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援助项目ꎬ
重点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 荒漠化防治、 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ꎮ
中非开展生态合作ꎬ 携手打造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为人类命运共同

体 “坚持绿色低碳ꎬ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树立了典范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

中非命运共同体从理论到实践ꎬ 超越了历史、 地理、 民族、 语言、 文化、

政治、 经济等自然和社会因素ꎬ 是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观的体现ꎮ 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其意义和影响均大大超出了双边和区域范畴ꎬ 正在而

且必将影响世界ꎬ 改变世界ꎮ
(一) 中非命运共同体对于加快世界格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艰苦奋斗ꎬ 中国由贫穷落后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人均国内

８１

①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二○一八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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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总值亦大幅上升ꎮ 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很快ꎬ 但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ꎮ
习近平主席表示: “无论发展到哪一步ꎬ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ꎬ 中国都永远

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ꎮ”① 因此ꎬ 中非合作仍然属于南南合作

范畴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体ꎮ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对世界格局产

生了深远影响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将中非合作推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ꎬ 使发

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力量进一步壮大ꎮ 本着命运共同体的精神ꎬ 中国将继续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ꎬ 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

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ꎮ 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ꎮ
本着命运共同体的精神ꎬ 中非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ꎬ 共

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ꎬ 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ꎮ
中非命运共体不仅改变着中国和非洲ꎬ 还将助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整体崛起ꎬ
进而影响整个世界ꎮ

(二) 中非命运共同体对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ꎬ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总目标ꎮ 前者侧重于建设什么样的世界ꎬ 后者侧重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关

系ꎬ 二者相辅相成ꎬ 密切联系ꎮ 新型国际关系以相互尊重为基础ꎬ 以公平正

义为原则ꎬ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ꎮ 中非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基石ꎬ 也是

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最好诠释ꎮ “中非关系彻底摒弃了旧型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

维、 冷战思维、 强权思维和势力范围思维ꎬ 真正做到了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ꎬ 走出了国与国交往的新路ꎮ②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为

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ꎬ 同时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合作共赢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ꎬ 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命运共

同体的根本原则ꎮ 中非合作的宗旨是实现互利共赢ꎬ 实现共同发展ꎬ 同时具

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ꎬ 坚持以双方合作为主ꎬ 同时强调也不排斥与第三

方的多边合作ꎮ 中非合作不仅使双方受益ꎬ 而且使国际社会各方主体受益ꎮ
“在非洲ꎬ 中国人修建的公路ꎬ 同样为美国的可口可乐更快、 更远、 更便宜地

到达各地提供了极大便利ꎮ 公路是人人所需要的ꎬ 不管是当地企业还是国际

９１

①

②

习近平: «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４ / ２２ / ｃ＿ １１１５０５７３９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５ － ４ － ２２ꎮ

刘鸿武: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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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ꎬ 都会从中大大受益ꎮ”① 中非合作的影响已超出双边范畴ꎬ 在很大程

度上引领带动了国际对非合作ꎬ 从而引起国际关系的相应变化ꎮ 中非命运共

同体思想及其实践的成功ꎬ 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

意义ꎮ
(三) 中非命运共同体对于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ꎮ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ꎬ 贫富分化日益严重ꎬ
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ꎬ 恐怖主义、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ꎬ
人类面临许多共同严峻挑战ꎮ 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完善全球治理成为大

势所趋ꎮ 非洲在全球治理中处在边缘、 脆弱的地位ꎬ 受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影

响最为严重ꎮ 中国提出 “共商、 共建、 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ꎬ 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朝着更加公正、 合理、 平衡的方向发展ꎬ 得到非洲国家支持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本着 “责任共担” 原则ꎬ 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问题上密

切配合ꎬ 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ꎮ 本着

“合作共赢” 原则ꎬ 共同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ꎬ 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更多

的国际公共产品ꎮ 本着 “幸福共享” 原则ꎬ 努力改善民生ꎬ 增进福祉ꎬ 为完

善全球治理树立典范ꎮ 本着 “文化共兴” 原则ꎬ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ꎬ 维

护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为完善全球治理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ꎮ 本着 “安全共筑”
原则ꎬ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ꎬ 为完善全球治理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ꎮ 本

着 “和谐共生” 原则ꎬ 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 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ꎬ 为完

善全球治理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一系列思想、 理

念、 原则、 政策和举措ꎬ 有利于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共治、 善治和良治方向发

展ꎬ 从而最终惠及世界ꎮ

综上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提出到接受再到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

过程ꎬ 而且不会一帆风顺ꎮ 在此过程中ꎬ 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打下了坚实基础ꎬ 树立了良好典范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连接着中国与非洲ꎬ
但其影响又不限于中国与非洲ꎬ 而是从多层面、 多维度影响世界ꎬ 并为最终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要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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