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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要闻

同舟共济 权责共担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舟共济”出自《孙子· 九地 》，字面意思

是同坐一条船，共同去渡河，现多用来比喻大家

处于同样的境地，应该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

困难，渡过难关。 “权责共担”是指享受权利的同

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强调权利和责任的对

等。 “同舟共济”和“权责共担”都是我们生活中

很常见的词语， 蕴含着丰富的含义。 习近平用

“同舟共济 ”和 “权责共担 ”来说明面对全球性

问题的挑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 、独

善其身 ，各国应该勇于承担责任 ，通力合作共

同应对。

当今世界仍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

增长乏力，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抬头，贫富

分化、发展失衡问题日益突出，在世界整体保持

和平稳定的同时， 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时有发

生，某些国家仍怀抱冷战思维，信奉强权政治 ，

不断挑动地区紧张局势，恐怖主义、跨国犯罪 、

网络安全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

延。 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每个国家都不

能抱有侥幸心理和搭便车的心态， 而应勇于承

担责任，积极投入到问题的解决当中，将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 作为联合

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

国一直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 、负

责任的大国作用，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的历

史担当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积极维护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

的大国，中国强大之后会走什么路一直是各方

关注的焦点。 面对中国的崛起 ，美日等国开始

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以此为借口加强

其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扰乱中国继续崛起的进

程。 面对质疑，中国多次向世界承诺，中国将一

如既往地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 ，坚定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坚决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 同时，作

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与地区热点

问题的解决。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积极奔走斡

旋，为实现半岛无核化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尽

心尽力 ；在伊核问题上 ，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

与了伊核谈判全过程，为伊核协议的达成作出

了重要贡献 ；在阿富汗问题上 ，中国积极参与

阿富汗问题解决进程，为推动阿富汗和解提供

助力。

中国始终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

革，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贡献力量。 当前，

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 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

崛起，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发达国家

主导的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显然已经不能适

应时代的需求。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代表， 中国一直呼吁对现行国际经济治理

体系进行改革， 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同

时，中国还倡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新开发银行、 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等

新机制， 为推动完善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机制作

出了贡献。2016 年 9 月，习近平在 G20 杭州峰会

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以平等为基础、 以开放为导

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

理观，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 。

2017 年，习近平出席并主持“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 唱响开放包容、 合作共赢的主旋

律， 朝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出坚实

步伐。

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应对恐怖主义和气候变

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 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

敌，打击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中国一

直坚决反对和打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并积

极参与反恐的国际合作， 为人类反恐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 全球变暖事关全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大计， 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即便在

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情况下，中国仍将

认真履行《巴黎协定》，不受他国影响，充分展现

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书摘

欢迎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
———成长中的大国惠及世界

“顺风车”，从字面意思看 ，是倡导同路的

朋友搭乘同一辆车出行， 不仅可以减少交通拥

堵压力，而且节能环保，体现了出行方式的变革

和优化。 一般来说，“顺风车”出行需要有两个主

体，一方提供自有车辆并担任司机，另一方搭乘

对方的车辆同路出行。 “顺风车”成功出行需要

有足够的驾驶条件，既需要车辆本身车况良好、

燃油充足， 又需要司机拥有积极友好的意愿和

过硬的驾驶技术，以确保出行顺利。

国际关系领域的“顺风车”则是指大国向地区

和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达到惠及别国和世界的目的。

习近平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欢迎各国搭

乘中国发展“顺风车”的理念，即中国在加快自

身发展的同时，始终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

原则，与各国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让自身的发

展红利惠及别国、惠及世界。

前些年，个别国际舆论曾经发出“30 年来

中国一直在‘搭便车’”的论调，这种指责偏离事

实，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 “搭便车”的基本

含义是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 在国际关系

中则意味着不履行国际义务和责任、 不提供公

共产品，却单方面享受国际制度带来的红利。过

去 30 年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并非 “搭便

车”，事实上是让世界搭上了中国发展的 “顺风

车”。第一，中国的发展没有出大的乱子，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中国保持稳定与发展成了地区乃至

世界的福音；第二，中国经济带动了许多国家的

经济发展，成了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第三 ，中

国没有主张推翻现有国际体系， 更没有到处煽

风点火， 而是主张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循序渐

进的改革；第四，中国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公

共产品。

总而言之， 那些认为中国享受现存世界秩

序的实际好处但拒绝分担责任和成本的言论显

然有失公允。 过去 30 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本质上是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关系，而并非

谁搭谁的“便车”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

界， 中国的发展也惠及世界； 中国深度融入世

界，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世界。

中国这辆“顺风车”究竟包含哪些机遇和公

共产品呢？

中方积极参与维和行动 ，践行 《联合国宪

章》精神，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中

国政府自1990年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

来 ， 已派出3万多人次参与了24项维和行动 。

2015年 ，习近平参加联合国维和峰会 ，承诺将

加大力度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 部署和准备

8000人的维和待命机制部队 ，并提供资金和技

术支持。

中方在全球减贫进程中努力承担更多的国

际责任，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实在的支持。

2015 年 9 月 ，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宣

布， 未来 5 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6 个

100”项目支持，包括 100 个减贫项目 、100 个农

业合作项目 、100 个促贸援助项目 、100 个生态

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 所医院和诊所、

100 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在联合国发展峰会

上，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

金”，首期提供 20 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

力争 2030 年达到 120 亿美元；免除对有关最不

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截至 2015 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

务。 在中美发布的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中，中方宣布拿出 200 亿人民币 ，支持其他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这辆“顺风车”的最新亮点 ，就是发起

和呼吁相关各方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

议。 自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与

相关国家确定了许多惠及民生的重大合作项

目。 2014-2016 年，中国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贸易总额超过 3 万亿美元， 中国对相关国家投

资累计超过 500 亿美元，中企已在 20 多个国家

建设 56 个经贸合作区， 为东道国创造了近 11

亿美元税收和 18 万个就业岗位。 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为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

资金支持， 为 9 个项目提供 17 亿美元贷款，丝

路基金投资达 40 亿美元。

2017 年 5 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期间， 习近平更是宣布了中方对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承诺： 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

提供 2500 亿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

用于支持基础设施、产能、金融合作 ；未来 3 年

将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

组织提供 600 亿元人民币援助， 建设更多民生

项目；将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 20 亿元人民币

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 10 亿

美元；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 10 亿美元落实一

批惠及相关国家的合作项目。

以上仅仅是对中国这辆“顺风车”窥豹一斑。

“顺风”在汉语中有良好的寓意，既包含“顺

利”“和顺”之意，也指“顺着风向行进”。 中国这

辆“顺风车”之所以赢得良好口碑，核心在于践

行正确义利观、尊重对方发展需求、不附加任何

政治条件。 2015 年 9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发

表演讲后， 数十位国家元首等在走廊外与他握

手。 “中国的帮助是真金白银的”“中国重实干，

说得少做得多”，这是许多搭乘过中国发展 “顺

风车”的国家发自内心的评价，联合国前任秘书

长潘基文也称赞 “中国为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

弱的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们应该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汇合点，树立双赢、多
赢、共赢新理念，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网络安全、重大自然
灾害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 2015年5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

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 欢迎各国搭乘中
国发展的 “顺风车”。

———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展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举世瞩目的成就

上海精心组织策划，《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出版，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理论创新、实践成就等进行解读

继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平

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军事卷）》 后，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是

上海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之一。 昨天，《平易近

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外交卷 ）》出版座谈

会在上海召开，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交

通大学共同主办。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外交

卷）》由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编撰 、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以语言力量为

出发点， 选取习近平在外交活动中使用的特色

语言，分开篇、形象比喻篇、俗文俚语篇、诗文引

用篇四个部分，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

总体布局、理论创新、实践成就等进行解读 ，有

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 把握

蕴含其中的思维方法和外交艺术。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李芳介绍，《平易

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外交卷）》自去年 3

月启动编写，今年 10 月出版 ，首印 10 万册 ，不

到一个月已重印 3 次。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积极

组织码堆、上架和销售工作，本书目前名列各地

社科图书畅销榜前列，市场反响热烈。 除了纸质

出版物，《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外

交卷）》预计将在咪咕、天翼、掌阅等五大电子书

平台上线，英文版、日文版的版权输出也展开洽

谈。 据了解，迄今《平易近人》系列三种累计重印

20 余次，销量超 90 万册，《平易近人》系列第四

种“教育卷”正在酝酿中。

挖掘语言的力量，尽显大国
气度与智慧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习近平多次在各种外交场

合发表演讲，撰写署名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

“如果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一座宝库， 那语言艺术赏析就是打开这

座宝库的一把钥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戚振宏说，习近平的语言风格高屋建瓴，不堆砌

华丽辞藻， 善于用平常百姓话语阐述治国理政

大道理，运用形象比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

比如， 习近平在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时指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 ，

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 ， 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

气”；用“行动队”和“清谈馆”的对比，强调务实

行动是二十国集团的生命力所在； 用翅膀与血

脉经络的比喻，指出“一带一路”是腾飞的翅膀，

而联通是关键环节；引用“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

下之大道”， 凸显了中国的国际道义与使命担

当。

“拟定写作大纲时，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词

条的遴选，为此，编委会多次开会研讨 ，反复筛

选，最终敲定 75 个既富语言特色 、又能体现外

交理论和实践的词条。 ”《平易近人———习近平

的语言力量（外交卷）》主编、中国太平洋经济合

作全国委员会会长苏格说， 本书沿用系列丛书

前两册所采用的“形象比喻”“俗文俚语”和“诗

文引用”词条分类结构，对所选词条及解读文章

进行重新编排， 既涵盖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方方面面， 保证了理论框架

的完整性，又符合本系列丛书突出“语言力量 ”

的特色和定位， 为读者透过语言艺术理解中国

外交和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新颖角度。

外交准则与文化底蕴结合，
形成刚柔相济的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风格

在书中不难发现 ， 习近平外交思想将国

际公认的外交准则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

合 ， 形成了刚柔相济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

格。

比如， 面对国际某些势力蓄意渲染 “中国

威胁论”， 习近平不卑不亢地回应道 ： “中华

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 、 称霸世界的基

因。” 对外宣讲中国的和平政策 ， 习近平常辅

以鞭辟入里的哲学思辨， 如 “和平犹如空气和

阳光， 受益而不觉， 失之则难存 ”。 习近平善

于旁征博引中华文化经典， 如引用 “惟以心相

交 ， 方成其久远 ” 说明国家关系必须以义当

先； 以 “鞋子合不合脚， 自己穿了才知道” 深

入浅出表达各国拥有选择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

路的权利， 引起听者共鸣。

座谈会上， 多名学者谈及习近平根据不同

场合和语境灵活运用外交语言。 比如在韩国国

立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 习近平引用孔子名言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强调以正确观念

指导与周边国家合作， 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你少

我多、 损人利己、 一家通吃的行为， 在深受儒

家文化影响的周边邻国引用儒家经典 ， 很容

易在听众中产生共鸣并取得良好沟通效果 。

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

上， 习近平引用哈萨克斯坦谚语 “吹灭别人的

灯， 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 比喻以牺牲别国安

全为代价， 来维护本国安全的危害。 亚信会议

最初就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

建立 ， 习近平对本地谚语的信手拈来 ， 既是

对会议关键参与方的首肯 ， 也展现了大国气

度和包容风范。

讲好中国故事，努力消除国
际社会的“理解赤字”

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国际社

会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强烈 ， 但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尚未根本改

变 ， 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学习习近平的语言艺

术 ， 持续推进知识创新 、 理论创新 、 方法创

新，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

系， 全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不断提升中

国道路的国际认同度， 努力消除国际社会对中

国的 “理解赤字”。

“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故事， 不能掉入西

方的话语陷阱， 应栩栩如生、 平实朴素， 不能

板着面孔说教， 要用世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

式， 真正传播好中国声音 。” 上海交通大学国

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尧说 。 《平易近

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外交卷 ）》 既为总

书记的外交语言提供了广阔深远的背景参照 ，

又将不同场合、 面对不同对象的话语进行了逻

辑构建， 如 “世界不可能在一半人暴富、 一半

人赤贫的经济形势中保持稳定 ”， 其描绘的世

界性两极分化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党委书记、 董事长谈

毅谈到， 比起理论阐述， 《平易近人》 系列更

接近理论普及。 2014 年出版的 《平易近人———

习近平的语言力量》 目前已输出英、 日等五个

语种版权， 不少小语种国家主动联系洽谈， 上

海交大社也在缅甸成立了联合编辑部， 力求在

更广范围传播好中国声音。

▲ 《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英文版、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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