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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江畔， 再一次汇聚全世界的目光：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节点， 以

“中国与世界： 70 年的历程” 为主题的第八届

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 在我们这座人文

之城， 思想的火花碰撞，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闪烁着中国智慧， 启迪着世界未来。

我们应当如何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如

何讲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2004 年， “世界

中国学论坛” 在上海 “破蛹化蝶”。 这个让世

界了解中国的学术对话平台， 将 《周易》 中的

《同人》 卦作为会标， 表达了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 、 与世界各地区不同形态的文化交流 、 融

合、 发展的愿望。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 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

鉴而发展。 世界并非只有美国一种发展模式。

同一个现代化， 有拉美模式、 有东亚模式、 有

阿拉伯模式和中国模式。 同样是市场经济， 美

国有美国的特点， 德国有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

市场经济， 中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习近平

主席指出，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 文明只

有姹紫嫣红之别， 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 认为

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 执意改造甚至取

代其他文明， 在认识上是愚蠢的， 在做法上是

灾难性的。”

但是， 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最终决定力量

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动。 回望当年， “世界中

国学论坛 ” 的创立可谓领风气之先 。 其后 ，

“世界汉学大会” “世界儒学大会” 等陆续登

场。 如今， 中国学是一个方兴未艾、 前景广阔

的新兴学科。 83 岁的 “中国通” 卜励德指出，

中国在成长， 中国学的研究机遇也随之增长。

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研究中国， 相关学科的也应

该更好更快地开展起来。 因为你不可能对中国

的发展视而不见， 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她。

而本次论坛就吸引了来自 35 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的 3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

正如一位与会学者所言， “我们很多人来

上海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 就是希望通过深入

地讨论 ， 看看能从中国的实践中学到一些什

么？ 中国的实践又能给世界带来哪些启迪？”

欲知大道， 必先知史。 深刻的问题需要到

历史的深处去找寻深刻的答案。 当代中国正经

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

践创新。 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为理论创

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也吸引了全世

界的关注。 中国的发展， 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 这条 “中国道路” 是在开放中谋

求共同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原始基因， 标

注了最鲜明的政治本质。

当今世界，“民主赤字”“治理赤字”“发展陷

阱”此起彼伏，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问

题层出不穷。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新的国际

秩序正在孕育。 世界怎么了？ 人类要往哪里去？

已成为人类的 “哈姆雷特之问”， 各国政要、学

者、大众都在为之苦恼、受之困惑。如何建设“美

好的世界”？ 有人提出“霸权稳定论”，主张打造

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来统领国际事务；有

人提出“全球治理论”，主张各国弱化主权，制定

共同的规则来管理世界……然而， 这些理论带

来的，却是西方学者惊呼的“失序的世界”。

但， 历史并未终结， 文明的多样性蕴藏着

人类的无限希望， 中国的实践为解决人类共同

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 在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

运共同体的今天 ， 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关注中

国、 需要中国， 这为我们坚持和平发展、 赢得

优势主动打开了广阔战略空间。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世

界美好未来， 应当寄望人类命运共同体； 迈向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就在于全世界人民间

的理解和友谊。 文明交流互鉴， 是增加各国民

众之间的交往与感情， 培育合作共赢的理念的

“必选动作”。 共赏多元文化之美、 共谋文明交

流互鉴之道， “世界中国学论坛” 提升和张扬

了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环境中的影响力和话语

权， 见证着上海乃至中国学术界与世界互动的

开放潮流！

“一带一路”建设造福于民
哈立德·穆哈迈德 （伊斯兰堡国际政策研究院主席）

中国学现在很火 ，这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背后
的原因是，中国近年来在经
济建设上取得了瞩目的成
就，因此，现在对中国感兴
趣的人要比过去多得多。很
多人都想知道，中国发展这
么快的原因是什么。

长期以来， 我所在的
国家巴基斯坦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友好
的关系。当然，坦率地说，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更多
是表现在国与国的交往层面，或者说是
政府交往层面。 至于两国民众之间，沟
通交流相对还是比较少。 很难想象，一
个中国的民众会对巴基斯坦的社会、文
化有很多了解，反之亦然。

在我看来，2013 年是一个转机：自
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在国际

范围内积极推动后，“一带
一路” 给世界带来的积极
影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认
可， 并产生了许多实质性
的成果。 比如，两国之间的
交往开始更多地表现为民
间的、人与人之间的往来。

依托经贸方面的合作 ，两
国人民间的交流多了起

来。 现在，有不少巴基斯坦学生学习中
文 ，到中国来留学 ，学习中国的经济 、

管理经验等等。 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项目的推进，也对改善基础设施，推动
经济发展、提升民生福祉有诸多裨益。

而我所在的伊斯兰堡，也是中巴商业、

文化、旅游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 我们
期待， 未来两国之间的合作能更多一
些，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和
互联互通。

增进共识，让朋友圈越来越大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 “一带一
路 ”倡议的提出 ，是中国
对世界贡献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

当前， 全球正进入一
个充满不确定的时期 ，既
面临包容性和高质量增长
的前景， 也面临着潜在的
多方面的冲突。 可以说，世界的政治经
济版图已然发生变化，中国在世界事务
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带一路 ” 建设自启动以来 ，

有效促进了国与国之间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 从而带动经济、 文化等层面
的交流。 但我们应该也可以理解， 由
于 “一带一路” 建设所带来的很多结
构性变化， 在具体推进时， 不同的人
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在美国也

是如此， 不少企业界人士
认为， “一带一路” 是当
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经济机
遇， 这是一个机会； 但一
些人士不理解 ， 有担心 。

然而 ， 大多数美国人对
“一带一路 ” 倡议可能没
有一个准确 、 全面的认
识。 因此， 做必要的解释

工作 ， 争取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认同 ，

势必会让 “一带一路” 的朋友圈越来
越大， 实现共赢。

对中国来说， 换位思考显得很重
要。 有误解不可怕，关键是要想办法消
除一些人对于“一带一路”的误解，中国
不妨在推动、 深化更多合作项目的同
时，向周边国家包括向欧美更深入地阐
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以及对推
动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有进入他者世界的勇气智慧
杜维明 （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 ，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创办院长）

我们的自我形象和我
们实践过程中间碰到的情
况是交互影响的。 如何知
己知彼、 推己及人， 在中
国传统文化资源里有非常
丰富的内容。 我觉得如果
我们回归中国传统文化 ，

比如 “天下 ”的观念 、 “协
和万邦” 的思想， 如何理
解 “以大事小 ” “以小事
大 ”等等，这些传统智慧对现实都非常
有指导意义。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背
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就是个人在
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儒家
的 “以人为本” 在这里是适用的。 了
解综合国力的发展， 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就是了解人的素质， 而人的素质要
落实到具体每个活生生的人， 这方面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很多， 要同心协力
出人才。

要有进入他者世界的
勇气和智慧， 这是一个更
丰富的人文视野 。 有时 ，

一种传统里的价值到了另
外一种传统里， 会释放出
一种大气。 比如， 恻隐之
心强调感同身受， 也就是
儒家提出的和而不同的
“和 ” ， 现代性则强调理
性， 在文明碰撞中， 恻隐

之心和理性的价值是对等的， 是通向
和平的必经之路， 是一种对话。 这种
对话没有绝对的说服与被说服， 而是
经过一个容忍 、 承认 、 尊重的演变 ，

最终达到互学互鉴。 这时， 我们才能
够提高差异性的价值。 差异不是问题，

即便有冲突 ， 但是仍有对话的可能 ，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一种智慧 。

所以我希望， 儒家所体现的仁道， 是
通过各文明的深层对话， 成为 21 世纪
人类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

更好的全球化，期待中国智慧
汉斯约里·赫尔 （柏林经济与法律学院教授）

当前， 世界很多国家
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经济
发展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
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

而中国正好是少数能抓住
问题的关键并给出答案的
国家之一。 所以，我们很多
人来上海参加世界中国学
论坛， 就是希望通过深入
地讨论，看看能从中国的实践中学到一
些什么？中国的实践又能给世界带来哪
些启迪？

我个人非常欣赏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 因为如果要进一步促进经
济全球化，就需要促成更多的开放与合
作。 所以中国发出的这则倡议，是应对
当前一系列挑战的精准施策。 当然，我
更希望看到的是，在越来越多国家加入
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彼此
之间能探索出一种更新的合作模式，助
推实现一种“更好的全球化”。

比如， 它应该有更高效的运作机
制，让参与国从中受到更大的益处。 我

注意到， 和西方主导的一
些国际合作项目相比 ，一
个显著的优点是，“一带一
路” 建设的很多合作项目
是从基础设施建设起步
的。 这是日后很多经贸合
作的基础。 不过，在基础设
施建设完成后， 如何能够
最大化地发挥它的效用 ？

比如， 能否实现更多的互联和共享，促
进技术层面的交流与合作，让尽可能多
的国家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受益等等，

我们期待中国能够在这方面持续给出
新的经验。

其实，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始终
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开放合作，为中
国带来了今天的发展成就。 中国的经济
发展走得是一条独特的道路，简单说，这
是一条市场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的道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 中国走的这条创新之
路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未来，在继
续引领、推动全球化发展方面，我们期待
中国能提供更多的智慧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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