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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西班牙〕胡里奥·里奥斯 著

张 敏 编译

［摘 要］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共同价值观。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保障人类

基本的生存权和公民权，必须从理论上和行动上彻底揭露美西方霸权主义披着的虚伪 “民主” “人权”外衣。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率先摆脱了绝对贫困，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加强法律制度保障，以满足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保障人类尊严、社会公平与

正义，这应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 全人类共同价值 多极化世界 基本公民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世界层面体现各国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是为人类谋进步、为

世界谋大同的共同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应走符合自身文化和历史特性的

发展道路，尽快摆脱民主的“贫困”和“赤字”。各国应提倡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

不同行为模式的国家与社会，在持续不断的对话和沟通交流中增进理解，求同存异，而不是彼此

对抗。主张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一

当前世界处于冷战结束后最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应始终主张和构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终

结一国独霸天下的冷战思维与冷战格局。只要霸权主义仍横行于世，各国的贫困与饥饿就难以消除。

未来推动世界发展的关键动力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遏制强权政治和集权主义，应倡导构建

一个多极化的世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走出一条 “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① 的道

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此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不断呼吁: 只要

当今世界仍受美国霸权主义的施虐，强权政治下的单边主义就将导致世界各国难以实现经济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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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人类共同价值研究” ( 21BKS115) 的阶段性成果。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6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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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平衡发展，人类的基本生存权也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突出强调上述因素，尤其应大力提倡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断纠正或摒弃

将一国经济利益置于他国之上或优先于其他国家的霸道做法。正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推崇唯

利主义范式，导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今，从最初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升级为全球性危机，

严重影响了国与国之间尤其是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

发展经济、保障人类的经济权和生存权至关重要，这比将人类的基本权益统括为一纸法律空

文，来得更为实际、更加符合民意。要使各国法律能在保障民生方面切实发挥作用，必须时刻牢

记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经济以满足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基

本需要，并通过系统的法律法规制度加以保障，不断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提升人类尊

严、社会公平与公正，这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应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

人权的范畴应是综合、多元和全方位的，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但优先目标应促进和

保障人类基本生存权。为了更好地阐释和深刻理解人权概念的内涵，追根溯源，我们发现古希腊

语中的“人民的政府” ( ) 这一词源释放出了至关重要的信息: 一个国家或城

邦应建立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才能建立人民拥戴

和信任的政府。

我们亟待摆脱长期以来西方设置的 “人权二分法”陷阱。20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将人权中

的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等基本权利，与公民权、政治权进行相互割裂，这是西方民主的伪善

本质。所谓人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既包括经济权、生存权，也包括政治

权、公民权等各项权利。尽管这些权利分属各个不同的领域，也难以在同一时期或同一发展阶段

齐头并进地得以实现，然而每个国家可根据本国国情和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朝着全

人类共同价值观不断奋进。

二

如同人权概念，民主也应被理解成各个要素之间相互有机关联的一个综合性范畴。西方社会

通常将民主视为纯粹的政治诉求，根本无视或忽视民主本应涵盖的其他核心要素。西方议会选举

就是对民主的断章取义式的肆意歪曲，从表面上看选举是以公开和清廉的计票方式，实质是一种

伪民主，“自由民主”的选举不能真正选出能够代表广大选民利益的政府和执政党。因此，洞悉

西式民主的本质，必须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本质，特别应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许多情况下，当政治权力完全由幕后操弄时，通过所谓的公开选举是难以实现或行

使公民权的。需要格外注意的是，通过 “西方自由”的市场行为或途径，一些掌握了世界经济

命脉的利益集团，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各国政策走向，

这些金融组织或机构通常无视或不顾广泛的公众舆论、公民权或民族国家利益，更不会采纳或关

注各国政党的选举纲领。显而易见，这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民主正被践踏和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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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鳄和世界财团是全球经济权力的真正掌控者和操控者，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难以得到

保障和体现。这里必须揭示和予以正视的是，这些金融大鳄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他们

不可能为民谋利，更不会为民谋福。

第二，不谈经济、社会或文化民主，只讲政治民主就是一场空谈，坐而论道，充其量是一种

低层次的民主。经济权、社会权或文化权应该是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的最为基本的保障和组成部

分。也有观点认为，只有当社会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准，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有权利以民主的方式组

织和参与国家治理。按照这一论调，那些被视为贫困的阶层谈论民主就是奢求，更是妄想。这有

违常理，是极为反动的。照此逻辑推论，在富裕国家中，不同阶层之间业已存在巨大的民主裂痕

或鸿沟。经济权力阶层、腐败阶层、游说集团具有决策权，而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弱势阶层和

外来移民等，只能生活在极端的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有组织的暴力社会中，所有这些都揭示了

西方社会所谓的民主是极其脆弱的，西式民主不能保障社会各个阶层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和经济权。

如果我们注意到一个非西方国家或社会正在发生西方式的社会文化制度大转型 ( 通过转型

旨在加强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 ，但是这种转型通常与该国自身特定的文明与文化是相冲突的，

对此，我们做任何结论或下判断必须更加谨慎。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人们总是偏信或盲从西

方，认为那里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成语 “同床异梦”就非常适

用于解释这些社会现实。尝试向西方制度转型或许最终带来的是国家或社会的不稳定、长期混乱、

普遍贫困甚至文化遭破坏。总而言之，那些罔顾自身国情而盲目倒向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其未来

前途必定充满高度的不确定性，当然受冲击或受影响的无疑是广大的民众和社会弱势群体。

同样的道理，某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强化经济政策来巩固民主政体，或是通过提供经济援助

和财力支持，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制度转型，这些做法注定是不成功的。拉美国家的制度转型就是

若干失败的典型和鲜活的案例。过分强化经济政策造成公共开支巨额赤字，民众普遍陷入 “新

物质贫困”。这些转型案例中的政治与社会、经济层面之间的矛盾冲突，印证了推行不切实际的

民主转型就是一种社会空想或乌托邦幻想。

三

在新中国一代又一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新理念，每一个

历史时期都能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努力实现人民的美好愿望。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发挥

了无与伦比的作用，不仅体现了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更体现了中国几千年底蕴深厚的

历史与文化。在西方国家，历史和文化因素通常成为逃避对民主自由制度进行改革的挡箭牌。其

中精英政治的表现最为突出。精英利益至上原则是西方民主社会忽视民生利益的弊端之一，为此

有人尖锐地指出，这种机制的根本缺陷在于精英政治制度无视公民权益，缺乏合法性和有效性。

与西方民主制度中机械僵化地照搬程序优先原则相比，中国政治制度展现出较大的高效性，

以人民为中心，即中国政府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和美好愿望为中心，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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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所说的: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多个国际民调显示，人们对西方社会普遍表

示不满，对中国政府的好感度却在持续上升。不言而喻，对照西方制度，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在

于，人民当家作主，社会长治久安，国家可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唯我独尊，而是注意借鉴和善于学习西方的有益经验，不断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在实践中，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很多优点，可以从

众多参与直选的候选人中遴选出真正的人才。经全过程人民民主推举出的中国领导人和政治领

袖，在领导才干、理论水平、业务素质、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出类拔萃，这是西方民主选举难以

望其项背的。西方选举程序产生的政治精英，缺乏民意基础与民众意识，这也是西方国家政党经

常面临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一言以蔽之，西方民主竞选制度看似符合民主自由选举程序，实际

上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治作秀。

民主不仅是多元的、综合的，而且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对一些国家而言，当社会经历动

荡和充斥暴力时，人们便会在困苦中艰难挣扎。当一国的民主处于这一阶段，优先考虑的必须是

保障公民的经济权和基本的物质生存权。当然，还应包括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妥善处理好世界

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深知影响当今和未来的这些经济社会因素。因此，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既

定的目标和规划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不断调整和不断改善，凸显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令人惊讶并由衷地赞叹。中国制度和中国发

展给世界各国上了生动的一课。中国的扶贫政策卓有成效，它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先摆脱绝

对贫困的国家，给世界各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现状

的同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提前进行规划，是至关重要和意义深远的，在此方面中国正在为

世界树立榜样。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对外合作，及时了解并借鉴他国的经验。在迈向未来新征程

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必须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绝不能接受任何外来强加因素，以及西方

“教师爷”般的颐指气使的说教。
不该忽视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斐然，但未来仍将面临诸多挑战，仍有许多工作要

做。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应密切关注并及时解决影响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国家权

力应由公共部门所掌握，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权力，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制度自信是中国“四个自信”之一，在世界或全球事务中坚持中国自身的立场与政策，无

惧美国等国家敌视中国或对抗中国的别有用心，坚持走不同于他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中国制度的独特性及优越性必将普惠于民，为全人类谋福祉。

［胡里奥·里奥斯 ( Xulio Ｒíos) 系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关系研究院创始人兼名誉主席，中国

政策观察网主任; 张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班牙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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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s on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

The Times' Ｒeflection on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Xin Ming ( 35)…………………………………………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reation mad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a highly responsible attitude towards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mankind，which provides scientific value

guidance for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comprehend the value connotations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with a broad mind and respect the exploration of peo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n the path of value realization，

and they are the natural practical accumulation，value pursuit，activ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value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ety moving forward in the world history． Ｒesponding to the existing value dilemma caused by the in-

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historical process and the deep evolution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unseen in a

century constitutes the logic of the times of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the grand historical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world that conforms to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history has shaped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with

rich，concrete，vivid and inclusive connotations of the times．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y

following the objective laws of interdependence amo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close connection of human destiny is a

realistic movement and a Chinese solution for realiz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ic Approach of Adhering to and Carrying forward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Han Sheng ( 45)………………………………………………………………………………………………………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based on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on and the special，the general and the individual，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re seeking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of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under the turbulent global situation and are shining with the light of truth

of Marxist theory on world history． Adhering to and promot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o strengthen their confidence，get rid of prejudice，build consensus，strengthen cooperation，

overcome difficulties together，and move forward hand in hand．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world history developing to a new stage，adhering to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needs to demonstrate practical wisdom，oppose discourse hegemony，ensur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give up

relying on others，enhance historical initiative，reject nihilistic traditions and promote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should not be closed and conservative any longer． Only in this way can it truly help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ensure that th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ll more actively and consciously pursue a better life．

Following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Xulio Ｒíos ［Spain］ Compiled by Zhang Min ( 56)………………………………………………………………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re the values seeking progress for mankind and great harmony for the worl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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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the common values of all mankind and protect the basic human rights to survival and citizenship，we must thoroughly

expose the hypocrisy of the“democracy”and“human rights”of American and Western hegemonism in theory and action．

China has taken the lead in lifting itself out of absolute poverty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has practiced the“people-

centered”development concept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with practical actions． Promo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trengthening the guarantee of the legal system，meeting and realizing the basic needs of the masses

and safeguarding human dignity，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should be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hould follow in their future development．

· Issues of Ideology ·

The Ｒoot Causes，Lessons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PSU ( Part 1)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USSＲ Li Shenming et al. ( 60)………………………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CPSU，b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generation of

the leadership group from Khrushchev to Gorbachev is the root cause，which is manifested in eight aspects． In faith，they

wavered，deviated from，abandoned and finally completely betrayed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ideals． In theory，they failed

to learn，did not understand，deviated from and ultimately diverged from and betrayed Marxism-Leninism． Politically，they

weakened，distorted and completely denied and forsook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Marxist-Leninist principles of party

development． Economically，they shifted from“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public ownership，the better”to the abandonment

of th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system， and engaged in promoting complete privatization． Organizationally， they

abandoned the party's nature of being the vanguard of the working class，practiced cronyism and factionalism，and openly

usurpe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erms of work style，they engaged in formalism and bureaucracy，deviated from and

betraye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Diplomatically，they initially fear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rove for

hegemony，but later catered to and surrendered to Western imperialism hea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outlook on

life，they advocated individualism with pursuit of personal promotion and family privileges，and finally became careerists

and conspirators who subverted the party and state power．

· Academic Views ·

Scientific Methods of Engels's Critique of the“Youth Faction”and Its Implication to Ideological Work

Yang Jun and Yang Zhuoran ( 91)……………………………………………………………………………………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Engels' critique of the“youth faction” in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 SPD)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struggles within the party to guide young people's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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