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抗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中国战 “疫” 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
新书发布会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 综述

单　 超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办的 «中国战 “疫” 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

中国抗疫» 新书发布会暨 “新冠抗疫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 在北京召开ꎮ 中国社会科

学院副院长、 党组副书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第一副主任王京清ꎬ 中国

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姜辉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党组副书记ꎬ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主任李慎明等 ２０ 余位国内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ꎮ 匈牙利工人党主席蒂尔默久洛ꎬ 西班牙共产党主

席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ꎬ 德国共产党主席帕特里克科伯勒ꎬ 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ꎬ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 中国人

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ꎬ 意大利共产主义杂志 «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 主编安德

烈卡托内ꎬ 捷克科学院哲学所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高级研究员胡北思ꎬ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

部教授、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大西广ꎬ 希腊潘提翁大学社会政策系教授斯塔夫罗斯玛夫鲁戴斯等 ９
位海外专家学者以线上视频的形式参会并发言ꎮ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辛

向阳主持ꎮ
１. 中国战 “疫” 的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２０２０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ꎬ 严重影响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ꎮ 这场疫情也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在中国发生的传染速度最快ꎬ 感染范围最广ꎬ 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ꎮ 中国战 “疫” 成效显著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制度的优势再次发挥和彰显ꎮ
王京清指出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ꎬ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ꎮ 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ꎬ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所在、
命脉所在ꎬ 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 幸福所在ꎬ 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 “定海神针”ꎮ 抗疫

中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优势得到了极大彰显ꎮ 何塞路易斯森特利亚认为ꎬ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蔓延ꎬ 没有哪个国家向美国寻求援助ꎬ 却有 ８０ 多个国家向中国请求援助ꎮ 美国国际影响的下滑、
欧盟的失败ꎬ 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矛盾ꎬ 都表明对于经济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

国家来说ꎬ 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ꎮ 面对成千上万被感染的人ꎬ 代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

治力量却不愿意承认失败的现实ꎮ 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行之有效ꎬ 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比美国和

欧盟更加有效ꎮ 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季正聚从八个方面总结了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 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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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科学决策ꎻ 二是发挥举国体制和制度优势ꎻ 三是弘扬科学精神ꎬ 科学防治ꎬ 中

西医结合ꎻ 四是群防群治ꎻ 五是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ꎬ 做好 “六稳” 工作和 “六保” 任

务ꎻ 六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ꎬ 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ꎻ 七是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

抗疫ꎬ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健康共同体ꎻ 八是提供有效的政策、 物质、 技术、 交通、 物

流等支撑保障ꎮ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肖贵清指出ꎬ 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

目标ꎬ 并从 １３ 个方面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ꎬ 为我们理解 “中国之治” 的内在

逻辑指明了方向ꎮ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ꎬ 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 副所长姚枝仲认为ꎬ
中国战 “疫” 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促使国际社会打破固有的认识ꎬ 反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ꎬ 反思

政府的行为规范ꎬ 反思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ꎮ 第一ꎬ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必要的ꎬ 因而需要重新界

定市场的边界和重新定义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ꎮ 第二ꎬ “好” 政府和 “坏” 政府的区别主要在于该

政府是为广大人民服务ꎬ 还是为特殊的部分人服务ꎮ
２. 讲好战 “疫” 故事: 中国战 “疫” 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

经过疫情大考ꎬ 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了更加深刻的

体悟ꎬ 更加坚定 “四个自信”ꎬ 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更加充满信心ꎮ 同时针对国际

上的一些 “杂音” “怪音”ꎬ 我们要承担起讲好中国战 “疫” 故事的责任和使命ꎮ
姜辉指出ꎬ ２０２０ 年在世界史上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ꎮ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ꎬ 对人类的生产

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ꎬ 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ꎬ 加速了世界格局的演变ꎬ 也重塑了世界政治

经济秩序ꎮ 在这场重大灾难中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极大认同ꎬ 中国制度优势得到极大彰显ꎮ
中国抗疫书写了中国制度、 中国速度、 中国精神的新篇章ꎬ 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优势

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ꎮ 面向全球讲好中国抗疫故事ꎬ 是当前中国理论界、 学术界的重要

任务ꎮ 蒂尔默久洛讲道ꎬ «中国战 “疫” 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 一书

意义非凡ꎬ 它告诉世界ꎬ 中国人民是如何抗疫的ꎮ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抗疫斗争中最重要的力量ꎬ 中

国抗疫鼓舞了全球ꎬ 必须认真地向中国学习ꎮ 罗思义指出ꎬ «中国战 “疫” 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

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 一书告诉了世界非常重要的事实和问题ꎮ 数据显示ꎬ 中国已经让疫情

得到控制ꎬ 而全球的新冠肺炎病例却越来越多ꎬ 美国的情况非常糟糕ꎮ 美国没有集中力量抗疫ꎬ 其

所作所为将会引起新一轮的冷战ꎬ 危害的是全人类ꎮ 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抵制它ꎮ 当代中国出版社总

编辑曹宏举说ꎬ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ꎬ 出于其政治目的ꎬ 不断在国际社会散布关于中国抗击疫情

的不实新闻和报道ꎮ 这些不实指责ꎬ 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ꎬ 而且引起了国外政界和学界

的关注和驳斥ꎮ
３. 对世界格局现状与前景的审视与思考

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尚未结束ꎬ 但是疫情等综合因素引发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强

烈关注ꎮ 李慎明从七大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分析和瞻望: (１)
世界已经进入大动荡、 大变革、 大发展的新时期ꎻ (２) 我国必将站在新的更高的平台上与美国对

话ꎻ (３) 疫情在全球的泛滥根本上是金融帝国主义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ꎻ (４) 坏事在一定条件下

能变成好事ꎻ (５) 我们应区别对待美国民主、 共和两党ꎬ 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ꎬ 从来都是企

图搞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ꎻ (６) 美国的逐步衰落是大势所趋ꎬ 但美国也会进行疯狂垂死挣

扎ꎻ (７) 真正和平友好相处的中美关系最终要寄希望于中美两国人民ꎮ 安德烈卡托内指出ꎬ 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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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 东欧剧变以来ꎬ 世界秩序一直由美帝国主义主导ꎮ 但是ꎬ 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崛起ꎬ 一个多极

化的世界正在形成ꎮ 这不是帝国主义想要的结果ꎮ 一些国家在美国的带领或胁迫下针对发展中国家

展开 “战争”ꎮ 而社会主义中国是平息这种冲撞极其重要的力量ꎬ 并可以引领接下来世界的合作与

协作ꎬ 让世界各国能够在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和谐共存发展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国学术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认为ꎬ 我们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我们需更加冷静、 现实、 理性ꎮ
４. 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审视与思考

对新冠肺炎疫情截然相反的应对ꎬ 本质上是制度、 道路和价值观的不同ꎮ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认为ꎬ 危机凸显了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差异ꎬ 社会主义

将成为最有可能的选择ꎮ 此次疫情防控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ꎬ 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势ꎮ 大卫科茨指出ꎬ 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ꎬ 缺少足够多的资源或者说调

动不了足够的资源来应对疫情ꎮ 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多药企ꎬ 但如果没有办法让它们盈利的话ꎬ
它们就不会开发哪怕是最必需的药物ꎮ 危机面前ꎬ 社会主义更有优势ꎮ 社会主义国家把更多的资源

和力量放在拯救人的生命上ꎬ 而不是盯着盈利ꎮ 斯塔夫罗斯玛夫鲁戴斯认为ꎬ 社会主义的主导经

济是公有经济ꎬ 这是极其重要的优势ꎮ 有公有经济作基础的决策ꎬ 能够进一步放大抗疫政策的积极

效果ꎮ 帕特里克科伯勒认为ꎬ 疫情与资本主义危机相互影响ꎮ 疫情还使资本主义的危机转嫁给了

工人阶级ꎮ 大西广从经济学的角度反思了资本主义的抗疫方法ꎬ 即使工人阶级受到全天候的剥削ꎮ
５. 更加有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ꎬ 抗击疫情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ꎬ 越是在危难时刻越要

守望相助ꎬ 越是在紧要关头越要密切合作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马援指出ꎬ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ꎮ 实践证明ꎬ 在肆虐的疫情面前ꎬ

世界各国只有自觉加强团结合作ꎬ 才能取得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ꎮ 在疫情背景下ꎬ 人类共同命运和

未来发展这一主题更加突出ꎬ 诸多挑战和问题鲜明而急迫ꎮ 建立什么样的世界观、 全球观ꎬ 塑造什

么样的全球应对机制ꎬ 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王镭指出ꎬ “一
带一路” 倡议提出 ７ 年来ꎬ 已有近 １７０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进来ꎬ 已经从中国倡议发展成为全球

性合作平台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生ꎬ 在抗击疫情的严峻考验中ꎬ 更显示出 “一带一路” 这

一国际合作平台的独特价值ꎬ 验证了 “一带一路”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ꎮ 胡北思

认为ꎬ 我们必须通过国家、 区域以及全球层次来解决这个问题ꎮ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互动是可持续

的ꎮ 在这方面ꎬ 中国是我们的榜样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李正华指出ꎬ 对中国的

付出和贡献视而不见、 对中国无端指责、 将疫情政治化的做法必将受到历史的嘲弄和惩罚ꎮ 中国展

现了团结合作、 担当作为的精神ꎬ 有力地回应了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ꎮ 世界疫情形势依然严峻ꎬ
加强国际合作ꎬ 同舟共济ꎬ 是取得抗疫胜利的唯一可行道路ꎮ

«中国战 “疫” 的国际贡献和世界意义———国外人士看中国抗疫» 一书由姜辉主编ꎬ 辛向阳、
龚云副主编ꎬ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ꎮ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编辑: 张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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