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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消除贫困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安春英
[摘要] 消除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减贫需要自身的持
续努力和国际合作。中国的精准扶贫理论与实践丰富了全球减贫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贫困
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为推动国际减贫事业注入了新动能，提高了中国在全球贫
困治理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开展国际减贫
合作的目标。以新型南南合作为标识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合作，重塑着国际发展
合作体系，促进了国际减贫方式的多样化，推动了全球减贫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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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贫困一直是各种

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既具雄浑的历史高度，又

社会和经济形态面临的共同难题。即使我们已步

有丰厚的理论深度和生动的实践维度，内涵十分

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破解发展赤字、消除贫

丰富，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困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作为世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保

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

障。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

积极倡导者、有力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环顾当

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饱含为民情

今世界，国际发展合作已从聚焦“千年发展目标”

怀，曾指出：
“‘关心、济助’每个需要关心济助的

转变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面对新的国

人，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② 基于此，

际期待与中国国内贫困特征及环境的变化，习近

中央人民政府明确将扶贫作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

平总书记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视为中国共

作任务，实行扶贫工作党政“一把手”负责制，把贫

产党对人民、对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并把精准扶

困地区作为锻炼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把脱贫攻

贫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对完善全球贫困治理

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体现了中

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

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

减贫为重要内容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已成为中国

人民群众是脱贫攻坚的力量源泉。贫困群众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新

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扶贫致富的主体。对

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亮点。

①

于贫困群体来说，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
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在打赢脱贫攻

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坚的战役中，帮扶单位和个人固然能起到很重要
的作用，但唯有贫困群体的思想转变，具有要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的论述体现了以人民
①
②

贫、敢脱贫、真脱贫的决心和意志，才能够真正消

罗建波：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历史、理论与世界意义》，
《西亚非洲》2019 年第 4 期，第 7 页。
习近平：
《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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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贫困、走上致富之路。坚持思想先行，扶贫先扶
志，治贫先治愚，提振贫困人口脱贫信心，坚持贫

为推动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动能

困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他们脱贫的主动性、积极
性和创造性，实行参与式扶贫，依靠他们自己的努

在过去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不懈

力改变贫困命运。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的

地与贫困作斗争，力图增进广大人民的福祉，但当

实践密码。

今世界仍有众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而中

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从

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的高速增长和包容性高质

贫困县、贫困村到贫困户，中国的扶贫对象越来越

量发展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显

精准，这是中国扶贫开发演进的现实要求，突破了

著地提高了中国在全球贫困治理中的影响力、感

大水漫灌式扶贫的局限性。精准扶贫就是要实现

召力和塑造力。

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

影响力突出反映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与减

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使中

贫实效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对

国的扶贫工作真正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习近平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 30% 左右，且“中国

总书记倡导的“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的扶贫

是为全球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中国的基

观，就是对精准扶贫思想的深刻诠释。

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健康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中国

扶贫、生态扶贫、易地搬迁、社会保障兜底等中国

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村贫困

式扶贫做法，丰富了全球减贫国际公共产品，为全

人口脱贫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这不仅

重的任务。2020 年是中国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

为发展中国家政要、专家学者所惊羡，而且让他们

社会的时间节点，中国的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教

在减贫迷思中找到了可资借鉴的思想源泉与前进

育扶贫、医疗卫生扶贫等政策实施的重点聚焦“农

动力。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经济系主任卡奈在

村”、落脚“农村”，让农村贫困地区尽快赶上来，让

2018 年 7 月 19 日举办的“习近平扶贫思想与中非

小康惠及全体人民。放眼全国，在习近平总书记

发展合作”国际研讨会上慨言：
“ 中国政府领导人

关于扶贫论述的思想引领下，数百个贫困县脱了

民进行减贫斗争，成功使 7 亿人摆脱贫困，创造了

贫、致了富，百姓过上了小康生活。

人类脱贫历史上的奇迹。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

社会力量参与是脱贫攻坚的基本途径。脱贫

的一面伟大旗帜，那么减贫致富则是中国的一面

致富不仅关乎贫困地区，也与全社会密切相关。

金字招牌。”① 的确，当今世界是独特性与复杂性

为此，中国政府除了建立各级党政机关定点扶贫、

的统一，一国的整体减贫经验对他国来说不具有

发达的东部省份与落后的西部省份开展扶贫协作

普适性，但是基于部分贫困特点的趋同性，被实践

以外，还动员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私

证明的有益知识可作为国际减贫公共知识产品，

营企业、志愿者共同与贫困作斗争，凝聚社会各方

有可能为其他国家减贫发展所借鉴。中国社会的

力量，构建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

高质量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减贫事业的进程，

参与的多元主体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脱贫攻坚

坚定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信心，为全球

的强大合力。

减贫治理提供了新动力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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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2018 年 7 月 19 日，塞内加尔举办了“习近平扶贫思想与中非发展合作”国际研讨会。此观点系塞内加尔达喀
尔大学经济系主任卡奈发言的观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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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召力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减

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
“中国——东盟社

贫理念、中国减贫方案的广泛认同。贫困是一种

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等。此外，中国倡议筹建了亚

世界现象，基于此，国际学者对贫困问题进行了诸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支持发展中

多建设性的思考。无论是弗朗索瓦·佩鲁的发展

国家提升自身脱贫能力，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

极理论，抑或是冈纳·缪尔达尔等倡导的综合反贫

产业链、价值链，体现了带有中国标识特色的发展

困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反贫困实践都具有重要

理念。这些机制可从根本上增强非洲等发展中国

的指导意义。而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发展

家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的动力，减贫理论的修正与丰富源于包括中国在

并进而形成国际减贫合作开发的合力，整体推进

内世界各国减贫实践的凝练与升华。减贫实践具

国际减贫历史进程。

有多元性、复杂性、动态性，促使人们不断思考其
内在机理。中国重视已有的国际减贫理论，并结

为国际减贫合作提供南南合作新模式

合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国情持续探索创新。1986
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四级专门扶贫机构与管理

聚焦共享发展经验的新型南南合作兴起。南

体系的建立，到精准扶贫方略的政策演进，以及设

南合作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帝、反殖、反对霸

立中央和地方专项扶贫资金，均体现了以人民为

权主义的斗争。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通过塑造政治

中心的发展观。减贫制度的先行供给使精准扶贫

认同与互信，彼此支持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虽

创新实践成为可能，也丰富了国际减贫理论，彰显

然在 20 世纪下半叶发展中国家之间团结互助，开

了中国减贫理论的时代价值。牛津大学人类与发

展了不同程度的国际援助，但由于这些国家经济

展研究中心主任萨宾娜·阿尔克教授认为，中国的

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方，国际影响力较小。进入 21

精准扶贫方略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

世纪以来，南南合作出现了新趋势。不同于传统

精准退出等方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借鉴

南南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经验，南

意义。①

方国家拥有了包括减贫领域在内的独特发展经

塑造力体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深

验。除了中国的精准扶贫方略以外，孟加拉国首

度参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合作上，并创造性

创的小额贷款做法、巴西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印

地打造了国际减贫合作新平台、新机制。伴随着

度尼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功实践等，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的国际减贫合

均探索出符合各自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

作更加注重各国间减贫发展经验的互动与减贫公

这不仅彰显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独特力量和价

共知识产品的分享，国际交流较之前更为频密，机

值，为解决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宝贵智慧，而且为

制化平台愈加丰富。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

南南合作注入了新资源和新内容，使南方国家的

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已成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

合作由传统以政治领域合作向政治、经济与社会

家开展集体交流与对话的有效机制和深化务实合

发展多元合作升级，步入南南合作的新阶段。

作的重要平台。其中，减贫与民生领域的合作被

南南减贫合作成效明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

纳入上述论坛机制性框架。中方还举办了减贫经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与发展取得的成就对

验论坛或研讨会，如“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
“中非

世界而言是巨大的发展红利。中国愿意将自身的

① 《世界知名专家齐赞中国精准扶贫方略贡献全球减贫可行路径》，中国扶贫在线网，http://f.china.com.cn/2017-10/24/
content_500419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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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其他国家

主体。更重要的是，南南合作减贫模式的出现，重

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
“ 便车”
“ 顺风车”，实现共

塑着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促进了援助方式的多样

同发展。 ① 中国始终致力于开展南南合作，力所

化。由此，在国际减贫合作领域出现的“南北合作

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模式”和“南南合作模式”将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

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

形成减贫绩效的参照系。

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中国在逐渐形成参与国际

综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减贫合作的新路径，即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减贫合

平与发展仍是其主题。不容否认的是，人类社会

作切入点，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提高贫

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

困人口素质，增强受援国自我减贫能力；推动受援

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在消除贫困方面，习近

国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包容型经济转型，构建双方

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

发展型减贫合作；支持受援国公用基础设施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利益与道义的紧密结

改善贫困人口生产与生活条件，推动双方国家减

合，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由此，中国的

贫经验交流，增强受援国减贫信心；提供人道主义

愿景与世界的期盼彼此交融交汇，成为未来国际

援助，避免贫困人口返贫。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

社会减贫行动的努力方向。

疫情持续蔓延，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巨
大压力的情况下，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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