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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及建构实践*

谢 俊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

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最新成果，这一思想既是对新时代中国现实国情和

人类未来走势的理论反映，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旨的关键体现。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建构实践及时代意义，对学习、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意涵和实践特色具有重要价值，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绕不开

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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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逻辑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的高

度关注，因为它凸显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命运的关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新时代表征。从共同体

思想的孕育、形成、发展诸阶段看，它具有自身的生成逻辑和客观规律。

从理论逻辑上看，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思想体

现了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旨趣; 从实践上看，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夙愿; 从空间逻辑上看，从马克思的现实空间交往到

新时代虚拟空间交往，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人类交往空间的深度拓展。
( 一) 理论逻辑: 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关切人的存在和社会

发展的旨归，是对欧洲古代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以及费尔巴

哈等哲学家们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超越。

纵观西方哲学史，柏拉图最早提出了“城邦共同体”的概念，他要建设的 “城邦共同体”之目

的是要让整个城邦尽可能地得到幸福; 西塞罗试图以一种公平的正义重塑社会秩序，旨在建立一个

“法的共同体”; 随着基督教“神的共同体”的建立，西方社会最终堕入黑暗之渊长达千年; 近代启

蒙以来，卢梭依据契约精神提出一种重构 “政治共同体”的社会理想，目的在于弘扬契约价值; 之

后，无论是费希特的“意志共同体”，还是黑格尔的 “伦理共同体”，皆把精神、意志作为共同体的

实质，而把市民社会看作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最早表现在他的博士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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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别》之中，他认为单个原子的自由本质是个体按照自我意识进行自我立法，目的是构建一种美

好的国家或永恒的城邦;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对普鲁士这一国家共同体进行了

批判，认为国家不能独占所有资源，应为穷人生存预留一定的财富和产品; 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

马克思称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促使人的本质异化的虚假的共同体; 在 《前进报》第 60 号 《评一个普

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卢格狭隘的政治观点，深刻指

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94 页) 。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坚信，以 “自由人联合体”为特征的共产主义是人类

社会共同体的最高形态;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只有颠覆资产阶级国家这个 “虚

幻的共同体”，才能建立把人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的 “真正共同体”; 在 《共产党宣言》中，马

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之中，个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在共同体中得到全部的释放; 在 《1857—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人之被物化的根源在于货币、资

本等“抽象共同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宣布，自由王国即 “真正共同体”只有在外力驱使

引起的劳动终结的地方才能实现，人的自由本性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从马克思对共同体思想的系列阐释中，可以对共同体抽象出这样的意涵，即真正的共同体是现实

人基于某种共同利益和诉求结成的一种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中，每个人都既能摆脱异化，又能充

分地发挥自己的自由个性，从而使社会有机体达到一种和谐、健康、良性的状态。

今天，为应对全球治理出现的多元共治困局，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者，习近平结合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融铸着中国传统文化光辉的重大命题，显

示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键范畴的无限魅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标志

着西方“普世价值”的日渐式微，也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

展》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说: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 习近平，2013 年) 这是习近平首次在国际场合向世界传递出的中国声音。

之后，在习近平的诸多讲话和文章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被提及 70 多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逐

步成为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共识。
( 二) 实践逻辑: 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之为人之优势，在于对自然、社会及

自身的探索永不停息，由之奠定并形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自身的科学等。社会作为人生活于

其中的共同体，其构成方式和生产方式既决定了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也解决了社会自身的存在是否具

有合理性的问题。科学社会主义表达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期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

“虚假的共同体”，只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过渡性环节，“真正的共同体”只能是这样一个联合

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422 页) 故此，“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成为马克思矢志追求的理想目标。事实上，

对于社会主义这种共同体的追问，马克思不是最早的，从马克思往前逆推三百年，才是社会主义的最

早源头。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践轨迹

长达五个世纪。
1. 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6—17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实践。托马斯·莫尔于 1516 年写成的 《乌托邦》闻名于

世。在该书中，他将自己对现实的思考假借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说出来，以表达他对理想社会的向

往。康帕内拉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著名代表，他在 《太阳城》中以对话形式描绘了一个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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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方社会的新的美好社会，以寄托他对未来社会的无限希冀。

第二阶段: 18 世纪，以让·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为代表，开启了由纯粹空想转向

现实地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践征程。梅叶以其 《遗书》而闻名，成了那个时代号召人民群众追

求自身解放、建立平均共产主义的先声; 摩莱里以其 《自然法典》著称，该书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描

绘了一幅人人劳动、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 “共产主义”前景; 马布利主张建立以自由、平等的劳

动为基础的“平等共和国”，以实现人人平等和人人自由; 巴贝夫致力于帮助穷人，宣传革命，并号

召人民进行武装革命以推翻资本主义。

第三阶段: 19 世纪，圣西门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他以 “改进人

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奠定了其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光辉地位; 傅立叶 40 年如一日地从事写作和

宣传自己心目中的和谐制度，以使人们永远摆脱贫困、痛苦和灾难; 欧文志在建立一种财产公有、共

同劳动的新和谐公社，并在实践中积极践履他的社会理想。

综上所述，源起五百年前并延续三个多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实践探索，为科学社会主

义的诞生积累了宝贵经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源头。
2. 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科学社会主义是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而言的，它是指马克思、恩格斯

创立的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

社会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重在阐释并解决如下问题: 首先，“两个必然”理论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既是 《共产党宣言》阐发的基本原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

起点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诠释。其次，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向社

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动力和方法而提出的理论。在他们看来，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身的原因而

奠定了无产阶级掘墓人的地位，但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实践，方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科学社

会主义。再者，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关于未来社会阶段的划分，马克思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

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73

页) ，而且“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0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所指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就是努力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提供实现建立共产主义所需的物质

条件。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涵盖了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内容。理论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践方面，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建设实践。发展道路与建设实践是一致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与建设实践，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五

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在培育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时间跨度约 30 年，即从 1949 年建国到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其最大成就是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落后状况并通过自己的努力站起来了。第二阶

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指导下进行的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时间跨度约 30 年，即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2012

年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其最大成就是中国从工业基础薄弱到 2012 年 GDP 位居世界第二从而富起来

了。第三个阶段，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

梦”的实践历程，时间跨度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到现在。以 “一带一路”为抓手，强力推进中国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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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的融合，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大国外交与治国理政的战略方针，中国强起来了。

中国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实践逻辑。这透露出一个道理，即只要始终以马克思

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中国就会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直到整个人类社会真

正融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三) 空间逻辑: 从现实空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虚拟空间的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关键范畴，也是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融入全球治理的

战略智慧。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涵盖现实社会，也包括虚拟社会。实践表明，中国作为

打造虚拟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者，必将为维护网络空间安全贡献出中国智慧。

事实上，自从 2013 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来，仅隔两

年时间即 2015 年 12 月 16 日，习近平又在出席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正式发出呼吁，号召各国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 习近平，2015 年) 。因此，虚拟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在虚拟社会的延伸。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实践

从习近平公开出版的演讲、报告、著作及访谈等材料来看，现实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虚拟社

会的命运共同体是关涉全球治理的战略抉择。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的 “一带一路”经济发

展构思，已从一国延伸到“一带一路”的沿边多国，从而把习近平共同体思想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

合起来。在此，我们将着重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和虚拟社会及 “一带一路”沿边国家的建设

方略，以进一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 一) 现实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实践。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

的一项宏大构想，但究竟怎样才能在实践中运用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人认为，习近平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多中求一、异中求同，是在多样性世界里寻求共同利益的一种尝试。故而，在实

践层面上，它既要多层次推进，也要多渠道传播，更要广泛搭起像 “一带一路”这样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新平台，以推进各国之间的联通。( 参见马建堂)

事实上，党的十九大所倡导的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

理念，就是要求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必须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达成共识，这是中国

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在处理国际政治关系方面，中国必须与它国通过建构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

关系和求同存异、互学互鉴之政党关系，以实现美美与共、和合共生、持久和平、互商互谅的政治理

想; 时刻遵循亲诚惠容、与邻为善的理念，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作; 时刻

牢记不输入外国模式、不输出中国模式、不求别国复制中国模式等 “三不”原则，力促中国共产党

和世界政党之间展开良性互动和深度交流。

第二，在处理国际社会安全方面，中国必须与它国建构全球联动、跨国界的、以遵奉合作和可持

续发展为内容的新安全观，坚决抵制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逻辑、肆意干涉它国内政的行

为，力争通过自身的努力将地区冲突、局域冲突扑灭在萌芽状态，特别是要破除西方超级大国那种把

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之上的实用主义逻辑，力争将发展中国家带离零和博弈的危险境地。

第三，在处理国际经济合作方面，中国必须与他国一同朝着开放、创新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完善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治理模式，最终促成全球经济的共同繁荣。习近平在达沃

斯论坛上提出的富有活力、开放共赢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平衡普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方略，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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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从容自信和处变不惊的国际经济交往能力。

第四，在处理全球文化互动、融合方面，中国必须坚持开放发展，反对保守封闭; 坚持文明多

元，反对保守孤立的文化发展原则，以打破文明隔膜和文化壁垒，从而真正破除西方 “文明优越

论”，并最终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学习。就当前来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文化

新秩序，是实现世界文明交流共鉴的首要任务，也是防范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

主义的重要方略。

第五，在处理全球生态问题方面，中国必须坚持从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这个理念出发，始

终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思想，与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自然，全力以

赴，合作应对气候变暖带来的危险。就当前来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某些以自己利益优先而逃避全

球生态责任的狭隘民族主义。
( 二) 虚拟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实践。鉴于虚拟社会的复杂性及各个国家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

的差异，要建构虚拟社会的命运共同体极其困难。尽管如此，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因为这些困难而停止

追求安身立命的终极实践。从虚拟实践看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主要应从政府、技术、法律等多层面施

策方有功效。具体实践如下:

1. 从主体层面看，政府推动多边治理是建构虚拟社会命运共同体的重点。政府应主动参与国家

间关涉虚拟社会的协商与治理。习近平提出的“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 习

近平，2014 年) 就是最好的例证。
2. 从技术层面看，政府融入国际互联网技术规则的制定是建构虚拟社会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中

国在这方面已做出了不少工作: 首先，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积极推动骨干网互联、互通，

并在技术上突破欧美发达国家技术瓶颈。其次，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互联网规则、机制的制定。
3. 从法律层面看，政府应建构适应中国国情的互联网法律体系，发出互联网治理的中国声音。

按照我国法学专家张晓君的理解，要建好虚拟空间的法律治理体系，就要从网络主权、网络利益和网

络诉求等方面着手，坚持主权平等和公平互利等国际法准则，同时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诉求，将自

己的先进经验推广到互联网参与国，以推动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
( 三) “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实践。“一带一路”是我国与相关国家依靠双边或多边机

制建立起来的区域合作平台，也是我国借用古代 “丝绸之路”历史符号，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的命

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其基本原则包括: 其一，维护 “一

带一路”沿边各国网络主权，重点保护网络空间单边权利。鉴于沿边各国互联网用户数相对较少的

实际情况，维护“一带一路”沿边国家网络安全权，对于他们来说意义重大。沿边国家应通过援引

及创新适用于网络主权的国际法，为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法律保障。具体包含: 主权国互不

隶属，自愿原则; 主权国拥有相同表决权原则; 网络空间共治不应干预网络空间价值原则等。其二，

加强“一带一路”沿边各国网络空间共治。首先，沿边各国必须摒弃意识形态差异和社会制度差异，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其次，合理开发利用网络空间，技术发达国家不得利用自己掌控的技

术进行网络资源的不合理分配; 任何主权国家不得从事损害他国网络主权的行为等。其三，中国应积

极引导沿边各国加快发展互联网相关技术，以打破西方网络霸权。就目前中国发展现状来说，要建构

一种风清气正的阳光网络空间，建设好虚拟空间命运共同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自 2013 年被习近平首次提出之后，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从理论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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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想表达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终极关怀。因此，它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继承，也

是对中国和世界未来奋斗目标的前瞻性建构。其时代意义如下: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 “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丰富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也拓宽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尝试。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是 21 世纪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是对新时代中国国情的准确概括;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对中国

现实国情以及中国未来奋斗目标的生动描绘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准确定位，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指南针，是所有中国人的远大理想。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西方所谓的 “普世价值”影响渐亏的情况下承担起拯救全人

类命运的精神支柱。它为全人类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为实现人类社会一体化发展所勾勒的世界

梦; 在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扭转国际纷争的时代，对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习近平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可能是最佳的选择。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预示了 21 世纪中

国文化发展方向; 它是对中国和世界时代精神的真切反映，既有利于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

流、互鉴，也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快速提升，增强抵

抗“西方中心主义”的免疫能力。

参考文献

马建堂，2017 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载《求是》第 22 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 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 年，人民出版社。

习近平，2013 年: 《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3 月 25 日 02 版。

2014 年: 《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载《人民日报》7 月 18 日 02 版。

2015 年: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2 月 17 日 02 版。

(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孟宪清

·8· 《哲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