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海洋文明与 “一带一路冶 倡议
——— “首届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论坛冶 综述

宁摇 波摇 苑秀丽

2018 年 1 月 19—20 日, 首届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论坛暨马克思主义海洋文明与 “一带一路冶
学术研讨会在海南省三亚市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

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海南师范大学等全国各高校、 科研院所的近 100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海洋文明思想及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特别是习

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一带一路冶 倡议等展开了热烈的探讨。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海洋文明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与会学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海洋文明思想对于今天中国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转变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资本论》 《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等著作

中论述了海洋与原始资本积累、 工业革命及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习近平提出, “建设海洋强国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冶, 这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顶层设计。 我们要全面学

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海洋文明思想, 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智慧和方案。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副校长杨兹举指出, 海南地理区位特殊, 资源禀赋独特, 是我国海洋合作和

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 我们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

为动力, 用新发展理念指导新实践, 全面推进海洋事业发展, 担当起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研究员指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 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建设海洋强

国。 习近平非常重视海洋经济在海洋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当前, 我国面临着激烈的海域划界争

端, 在黄海、 东海、 特别是在南海, 我国的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需要引起我们的格

外关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 建设与我国海洋权益争端相互交织, 我们面前的路注定是一条不

平坦的路。 这需要我们展开更多的研究和探讨, 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和 “一带一路冶 建设贡献思想

理论主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余斌研究员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没有关

于海洋文明的专门论述, 但有些论述涉及与海洋有关的人文精神与行为, 值得我们借鉴。 其中, 最值

得注意的是海洋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区分海洋文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与非资本主

义成分, 这不同于 《河殇》 所主张的抛弃黄河文明转向海洋文明的主张, 而是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中国特色海洋文明,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上海师范大学吴宁教授指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海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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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海洋文明理论奠定了海洋建设的理论基础, 深化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认识。 进入 21
世纪, 海洋在国际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舞台上的地位更加凸显, 我们应该更加深刻地理解海权

作为国家利益的极端重要性, 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基本原则, 把海权看作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利益。
大连海洋大学洪刚副教授认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建设富强之海成为中国人民追求的价值目

标, 海洋发展要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富足提供物质支持与保障, 建设海洋强国和构

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海洋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更是中国海洋事业伟大复兴和新时代海

洋文明建构的指南。 “中国道路冶 的模式创新和 “一带一路冶 倡议为中国海洋文化的主体确证提供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梅娟老师认为, 海洋文化是海南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海南的社会发

展和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国家 “海洋强国战略冶 和 “一带一路冶 的大背景下, 海南要

想从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转变, 必须使海洋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和创新, 进而开发和发展海洋事业。

二、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与会学者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系统阐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

与时代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冯颜利研究员认为,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 创新和发展, 是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提升, 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

全球生态和谐、 国际和平事业、 变革全球治理体系、 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宁波教授认为, 习近平立足于世界发展视野提出有益于

全世界发展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冶 思想, 这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世界各国求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 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 符合

全球化的大趋势, 更符合周边国家的根本利益, 适应时代的要求, 回答了人类的关切。
内蒙古大学张彬教授认为, 有效梳理 “命运共同体冶 概念是我们深入开展相关研究、 扎实推进

实务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习近平主要从三个维度对 “命运共同体冶 概念进行了阐发: 一是从民族团

结、 民族关系以及大陆同港澳台关系的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系统阐发, 二是从推动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 国际秩序的维度上对国家—国家命运共同体、 国家—区域性国家联盟命运共同体以

及国际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系统阐发, 三是从尊重人类共同价值、 促进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维度上对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阐发。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昆老师认为, 习近平主要从四大方面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冶, 可以归纳

为建设 “四个世界冶: 一是要在安全上努力建设一个 “远离恐惧、 普遍安全冶 的世界, 二是要在经

济上努力建设一个 “远离贫困、 共同繁荣冶 的世界, 三是要在文化上努力建设一个 “远离封闭、 开

放包容冶 的世界, 四是要在环境上努力建设一个 “山清水秀、 清洁美丽冶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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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带一路冶 倡议

与会者提出, 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一路冶 倡议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

注。 自 2013 年习近平提出这一倡议以来, “一带一路冶 建设从无到有, 由点及面, 逐渐从设想转化

为实际行动, 实现了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的基础建设, 取得了超

出预期的进度和成果。
樊建新研究员认为, 本次论坛研讨 “一带一路冶 很有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以

“一带一路冶 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

合作,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可以想见, 中国构建和引领的、 以 “一带一

路冶 为标志的新型全球化会遭遇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全力抵抗, 它们会动用经济的、 金融

的、 军事的、 意识形态的手段横加阻拦。 我们应当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文木教授提出, 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一路冶 是一个伟大的构想, 其建设过

程是一个探索用社会主义方式解决国际矛盾的过程。 我们要让世界认识到文明传播还有更好的路径

选择, 并非只有冲突的路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应运用中国智慧, 既直面冲突, 又善于化解冲突,
这样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 “一带一路冶 倡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肩负的历史使命, 就是建设一

个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冶 的社会主义世界。 “一带一路冶 和中国方案是紧密结合的,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 具有社会主义元素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将日益为更多的人接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江涌研究员认为, “一带一路冶 倡议应是战略、 战役和战术的集成,
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在新时期试图引领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处女秀, 必然会招致诸多猜测与质

疑, 也必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因此面临着诸多变数。 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安全发展两件

大事,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统筹陆地海洋两大战略, 是思考与应对 “一带一路冶 变数的重要理

论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理部副主任郑一明研究员指出, 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一路冶 倡议受到沿线国

家的普遍欢迎。 在中欧和俄罗斯等地推动 “一带一路冶 倡议要注意以下 5 个方面: (1) 政府投资是

主体, 民企也要找对目标及时跟进; (2) 要重视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 (3) 要注重同欧亚经济联盟

的合作; (4) 要重视各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 (5) 中国的对外投资要注意惠及人民百姓。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靳晓霞副教授认为, “一带一路冶 倡议的实施和经济带建设是在世界经济领

域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载体和现实路径。 “一带一路冶 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保障经济

共同体的健康存在和互通互融; 有利于经济全球化关系中建构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合作共同体, 保障

经济共同体的合作共赢; 有利于中国以更积极的行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保障经济共同体建构公正

合理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梁海峰博士认为, 习近平提出的 “一带一路冶 倡议顺应世界

期待与时代要求, 是中国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引导世界走向共同繁荣之路。 “一带一路冶 蕴含的国

际政治、 经贸和文化等和平共赢发展理念与新帝国主义的殖民思维和行为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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