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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从理论来

源和现实需要来看，胸怀天下有着深厚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价值体现，是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自觉担当；从历史脉络来看，中国

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

持公道、伸张正义；从实践指向来看，坚持胸怀天下要顺应人类发展大潮流，把握世界变化大格局，立足

中国发展大历史，继续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要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进步

的一边，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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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

称《决议》），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十条宝贵经验，“坚持胸怀天下”是其中之一。《决议》中指

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

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

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1]68这既是对中

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如何坚持胸怀天下的精辟阐述，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心系天下的博大胸襟

与格局。深刻领会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作的

贡献，进一步坚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的信心。

一、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理论来源和现实需求

任何有影响力、生命力的理念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

始终坚持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价值体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

扬，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使命要求，也是在把握世界格局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

战中表现出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独特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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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价值体现胸怀天下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价值体现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2]马克思主义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阐明了将共产主义视为未来社会发展图景的历史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出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的社会理想状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坚定实践者，自建党之日起就以推动人类进步为己任。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

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411，明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责任。这是中国共产党

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也为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弘扬国际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要求。国际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解放的重要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深刻阐述了国际主义精神，“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响亮口号，就是号召工人阶级通过联合行动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这是国际主义

精神的集中体现。基于对国际主义精神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将中国与世界前途命运紧密

联系，不断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提供了理论支持。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

市场与世界历史的内在关系，论述了地域性国家向世界性国家的转变过程，突出强调了人类交往共同

体的必然性，阐释了各民族从原始封闭走向世界的历史必然趋势。习近平明确指出：“没有哪个国家

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4]46。世界越来越成

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秉持胸怀天下的深厚情怀，站在整个人类高度审视

和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二二））胸怀天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胸怀天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习近平强调：“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5]文化

是人类思想行为的历史积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

脉，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政治哲学，是中国共产

党胸怀天下理念的文化基因。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内蕴的思想理

念、行为规范和价值追求得以塑造并不断完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天下观包括天下“大同”的理想和“兼济天下”的胸襟。这些思想

都深深根植于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天下情怀的重要思想源泉。习近平强调：“中

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过得好。”[6]

“大同”的理想追求既蕴含着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殷切期盼，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中的政治理

念。“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衷共济、守望相助”“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大同”的题中之义，

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国家的善治、社会秩序的良好、国际关系的和谐等方面的向往。“天下己任”的责

任担当，既蕴含着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活动和行

为规范提供了方向目标。无论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是顾炎武的“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其流露的都是中国传承至今的担当意识，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愿为人类作出更

大贡献的动力支撑。立己达人是中华民族自古推崇的高尚品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四海之内皆

兄弟”“计利当计天下利”是中华文明的处世之道，展现着各民族之间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交往理

念。这些在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日用不觉的伟大智慧，传达的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积

累和尊崇的价值观念，并在新时代日益成为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

一以贯之的精神滋养。

（（三三））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自觉担当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自觉担当

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作出积极的贡献，是近代中国的

历史境遇赋予党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思考，来自对处于新旧交替历史时期中国命运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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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社会发展作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历程中的一条逻辑主线。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

党人立足国内外大势，用世界眼光来审视、分析中国问题。1921年初在新民学会会员大会发言中，毛

泽东明确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并强调“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

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7]1。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

“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

献。”[8]1561978年，邓小平在会见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时指出，中国“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

人类做更多的贡献”[9]139。世纪之交，江泽民深刻分析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指出

“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 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10]347。

胡锦涛在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后，倡导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并在2012年发表了题为《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年贺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天

下情怀和希望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4]436可见，坚持胸怀天下来源于

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伟大使命的明确认知和自觉担当。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人类前途命运

一百年来，坚持胸怀天下体现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中国不断发展的实践

问题所牵引推动，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中的破解思路和独特回答。中国共产

党始终在认识和行动上“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

正义”[1]68，以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中国方案与智慧。

（（一一））以开放思维探寻发展道路以开放思维探寻发展道路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以开放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坚定不移地推进、扩大对外开放，是中

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坚持开放、不搞封闭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必然选

择，是尊重和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情怀和态度。

近代中国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始于鸦片战争，但这一过程是被动的，也是悲惨的。面对民族危

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眼光投向世界，用开放的思维寻找救国救民的新思想和新道路。譬如，李大

钊、陈独秀曾赴日留学，周恩来、蔡和森等曾赴法留学，刘少奇、刘伯承等也曾在苏联学习，他们都

置身于世界局势思考中国问题，探索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尤其是十月革命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十

月革命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1471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开辟了世界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视

角，使他们完成了思想上的觉醒和世界观的转变，从而找到了中国人民获得翻身解放的道路，即通

过建立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国际社会矛

盾和世界历史趋势，以开放的态度借鉴吸收苏联经验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面对一些西方国家

虎视眈眈的敌视态度和企图颠覆政权的严峻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没有选择闭关自守的发展模式，

而是积极发展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不仅打开了中国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也为实行改革开放

创造了有利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

场。正如邓小平在听取各代表团、考察团提出的意见后表示要加快引进国外资金和西方先进技术，提

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12]29。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走

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推进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加快中国发展步伐

的总体思路开始形成。伴随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展现出更加开放的格局。在空间地域上，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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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开放 14个沿海城市后，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

经济开放区等，逐步形成沿海多层次、点面结合的辽阔开放地带。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后，我国对外

开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沿江向沿边和内陆城市延伸。1992年，为进一步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党中

央、国务院提出要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经济起飞的发展战略，开放以芜湖、九江为

代表的 5个沿江城市，以哈尔滨、长春为代表的 4个边境和沿海省会（首府）城市，以珲春、绥芬河

为代表的 13个延边城市以及以太原、合肥为代表的 11个内陆省会（首府）城市。世纪之交，随着西

部大开发国家战略实施，中国对外开放城市遍布全国所有省份，这也标志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的确立。在战略措施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思考如何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的大文章，提出“走

出去”的国家发展战略，强调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使得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迈

上新台阶。在组织形式上，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形式调整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

加快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从而于外在拉动

和内生增长的有机结合中实现自身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4]193。中国共产党对外实施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通过向世界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和顶层设计方案，开创

了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同时，立足世界和谐和人类进步高度，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中国共

产党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筑牢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正如习近平所说：“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

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13]这既是新时代

对中国共产党以开放思维探寻发展道路的最好说明，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天下情怀的生动彰显。

（（二二））坚持互利共赢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不搞零和博弈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习近平指出：“不能身体已进入 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

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14]273即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即互利

共赢。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对

世界的深邃思考，蕴含着其矢志不渝的追求和以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选择，是克服狭隘的民

族主义、利己主义，化解与周边国家矛盾和冲突的重要依据。

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体现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

界划分”理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其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

的准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理论的突破与创新，是超越不同意识形态、阶级属性和社会制度的伟

大创举。它不仅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加速了殖民体系的崩溃瓦解，奠定了国际新秩序的基

础，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推动国际关系向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方向

发展的不懈追求。其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毛泽东立足于美苏争霸的客观实际在“两个中间地

带”和“三种力量”思想基础上，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的战略构想。这一理论从维护国家利

益和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入手，是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理论，不仅明晰了中国属于第三

世界的战略定位，也为确立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谋求和平稳定的对外主张提供了方向和思路。其三，

正确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20世纪 80年代，邓小平根据变化的国际局势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

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

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5]105这一认识不仅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原则提供了重要依据，也表

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的态度和决心。

从实践层面来看，加强国际合作、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互

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的真实写照。其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以国际合作来推动互利共赢。中国在

充分吸收和借鉴先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积极利用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等方式，借鉴

西方先进发展经验，并以自身的发展、对外援助等方式带动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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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互利共赢的大国担当。其二，巩固、发展周边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搞零和博弈的立

足点。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国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营造安全稳

定的周边关系是维护区域和世界和平的关键环节。这不仅是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利己主义，化解与

周边国家矛盾和冲突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强而不霸的坚定选择。1949年以来，中

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为周边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原则，为解决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等问题提

供了新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障碍。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同东亚国家

等开展国际贸易，通过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从“动荡”走向“稳

定”，进一步实现了独立自主地开展周边外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周边关系，并指

出要“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际关系”[1]60，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筹外交全局推动地区合作的开放胸襟。其三，中国以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引领人类

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

的多样道路。”[16]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与答案，但却是人类社会永恒的

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既为现代化道路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借鉴和启示。它代表的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

科学理性、独立自主、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既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也消

解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霸权。从经济建设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遵循发展规律中不仅立足于本

国经济发展，也通过着力构建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格局积极引领全球体系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实

现共同发展。从文明发展来看，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某一种文

明并非明智之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摸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创造出了以推动“五大文明”协调发展为主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制

度体系的优越性，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

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的实际行动，也是其始终致力于世界人民谋和平发展的生动诠释。

（（三三））坚持主持公道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伸张正义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中国共产党从苦难中走来，深知和平来之不易。在履行国际义务中，中国

共产党始终高举正义的旗帜，说公道话，办公道事，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立场和方法，

“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4]45，积极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捍卫着世界和平和

国际公平正义，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世界和平稳定、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以实际行动不断

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成为了维护世界公平正义、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一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捍卫世界和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以及对国际格局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不仅仅聚焦于追求自由、平等身份

状态和独立国家地位的国内战场，也开始积极投身到国际战局，推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毛

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

是太平洋的和平”[7]390，并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17]253。基于

此，中国不仅率先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同时也为反

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时间，在推动构建战后和平秩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对外交往、履行国际义

务的重要目标和宗旨，也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品质。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切实为世界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朝鲜、越南人民的抗美战

争、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还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反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国共产党都给予了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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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支持和帮助。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

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15]289

三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对世界格局的深刻认识及对国际发展趋势的深度把

握上，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角色定位进一步上升为国际责任的承担者，并在认真履行《联合国宪

章》宗旨以及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如今，中国已经是

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和维和摊款国，中国军队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为推进和平解决

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等作出重要贡献。这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想和对未来美好世界追

求，也满足了国际社会对主权国家的期待和要求，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

四是倡导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作为

大党的大国政治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以天下为己任、倡导公平正义的生动体现。新型国际关系既

要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那些不适应时代潮流并且应该被摒弃的思想和原则，又要继承近代以来国际

关系演变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和精神。面对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分歧与竞争，

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倡导相互尊重、追求公平正义、实现合作共赢中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

而不结盟”[18]523的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新路，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它浓缩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深邃思考和心系天下的济世情怀，是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的人间正道。中国共产党始终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的原则，不仅参与制定多个

领域的治理规划，搭建政治、经济等多领域平台，还“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在气候变

化、减贫、反恐、网络安全和维护地区安全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1]61。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一带一

路”作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平台，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发

展中国家的身份筹划人类未来而推出的世纪工程。让昔日“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再次为沿线各

国人民带来福祉，围绕卓有成效的民生援助，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都是“一

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题中之义。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同 140个国家和 31个国际组织签署 205份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19]201。“一带一路”取得的重要成果不仅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目标高

度一致，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多元包容、携手合作的博大胸

怀和倡导公平正义的处事原则，对世界各国的关系发展有着深远的示范意义。

三、坚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决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

趋势和格局。”[1]64面向未来，坚持胸怀天下要顺应人类发展大潮流，把握世界变化大格局，立足中国发

展大历史，做到应势而谋、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继续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一一））坚持胸怀天下要顺应人类发展大潮流坚持胸怀天下要顺应人类发展大潮流

习近平指出：“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14]266现

实昭示我们，尽管各国在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等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发展仍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和

主题。各国只有保持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互信合作、互利共赢，才是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治理

难题的方案。因此，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在准确把握人类发展规律基础上，顺应人类发展大潮流，

做到应势而谋。

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将全人类命运联系

起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

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抵制，都违背了历史规律。”[20]170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持续抬头，保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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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盛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健康方向发展尤为重要。为应对国际经济循环弱化，中国提出构建新

发展格局，这既是我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主动调整，也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

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能够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新动

力，在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持续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这不仅充分展现出中国共产党

始终与世界同行的担当，也为世界经济如何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倡导合作共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必然

选择。合则强、孤则弱。零和思维、丛林法则只会制造更多的分裂和对立，不仅不是指向人类共同美

好未来的思路，还会埋下影响人类和平与发展隐患的种子。促合作、图共赢才是人类发展大潮流。合

作共赢作为普遍适用的准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在政治、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同样适用。其根

本目的在于增进和维护国家利益，使世界人民在合作和开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当前，面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习近平明确指出，合作发展是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途径，中国

要坚持走开放融通、合作共赢之路。他反复强调，任何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

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14]331。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继续恪守互利共

赢的合作观，尊重和包容各国因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认知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在与其他国家的务实合作中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

（（二二））坚持胸怀天下要把握世界变化大格局坚持胸怀天下要把握世界变化大格局

习近平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4]427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作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全球发展和治理

难题，不仅表明了国际秩序演进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涌现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也体现

了坚持胸怀天下在现实发展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

角色观把握世界变化大格局，做到因势而动。

以正确的历史观认清国际格局多极化没有变。习近平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21]15历史

观代表人们对历史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对历史总体运动及其客观规律的哲学概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是认识世界的前提。从全球维度的大历史视野来看，世界格局正在朝着多极化加速演进。20世纪，世

界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是百余年间世界体系发生的重大改变。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从世界体

系边缘的位置走上世界舞台并开始追求全面发展和复兴，通过自主发展和横向联合，世界日益呈现出

“多中心化”甚至“去中心化”趋势。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实现了经济较快发展，世界经

济重心呈现出向非西方世界快速扩散的发展态势，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近代以来的最大变化。与此

同时，国际权力格局也在悄然转变，国际力量对比更趋于均衡态势，世界多极化的进程稳步前进。这

种国际经济、权力等格局所呈现出的变化趋向也表明一个更加公平、多元的世界体系的加速到来。中

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就是要秉持历史思维和历史眼光，既看清楚国际形势又要回顾过去，善于抓

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以正确的大局观认清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本质。习近平强调：“从本质上看，当今世界乱象纷呈，

是因为发展、思想、治理出了问题，归根结底是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没有解决好的反映。”[22]199世

界从来都是在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中发展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科技革命带来的风险、

核扩散和生态问题等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不断增加，“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发生，促使矛盾激

化的动因日益复杂化，各国在发展道路、方式等方面的分歧也逐渐增大。因此，树立正确的大局观显

得尤为重要。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坚持胸怀天下既要把握国际环境和世界发展的本质与全局，

也要在把握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势中重视不同思想文化激荡碰撞的现实，在明确安全稳定是人心所

向的基础上，顺应世界性的共同诉求，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作出更大贡

献，从而避免在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

以正确的角色观认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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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18]442把握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至关

重要。1949年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分享到中国和

平发展的红利，中国也日益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转变为建设者、引领者。中国共产党历来善于在纷繁

复杂的现象中运用辩证思维抓住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譬如，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明确的

责任担当，其方案源于中国，成果属于世界，贡献惠及全球。这不仅代表着中国为建设美好世界而推

动的顶层设计，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正确角色观引导下为国际事务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

基于正确的角色观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思考与探索。因而，坚持胸怀天下要把握角色定位，保持战

略定力，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着眼增进人类福祉、开辟世界秩序中继续

发挥负责任大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建设性作用。

（（三三））坚持胸怀天下要坚定历史自信坚持胸怀天下要坚定历史自信

习近平强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

样一种历史感。”[23] 《决议》指出：“党和人民的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

诗。”[1]2这种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成就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现实基础。坚定历史自信，

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前提和支撑。因此，坚持胸怀天下，

就是要坚定历史自信，明确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做到顺势而为。

明晰中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13]

总体来看，国际环境仍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然而，“危”“机”并存是亘古不变的法则。重要战略机遇期并非静态不变，

也不意味着没有问题和挑战，而需要中国在主动应对挑战、直面危机中来争取。譬如，当前科技的发

展、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都为解决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路径。中国不可

避免地要在更加复杂、充满更多不确定性的世界环境中既实现自身发展又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发

展。面对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在胸怀“两个大局”中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既能开顺风船，又能

开逆风船，在坚定历史自信中推动“复兴号”巨轮行稳致远。同时，从我国的自身发展来看，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成功开辟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中国之制”也已

转化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之治”，更加增添了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断谱写新奇迹的信心、能力、

底气。因而，坚持胸怀天下要凭借自身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发展优势，在抓住机遇时顺势而

为，在迎接挑战时逆势而上，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充分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

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4]2民族复

兴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华儿女的夙愿和期盼，更与世界各

国人民息息相通。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

民”[14]275。中国梦的落脚点和归宿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展现出了中国梦

本身跨越时空的世界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立志造福全人类的博大胸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

一的人类情怀和人民立场。如今，中国共产党既在不断引领中国革命、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

实现自身的重大发展，也正在以势不可挡的步伐迈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国有着“更为完善的

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25]7，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光明前景，中国已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力量。因而，坚持胸怀天下既要深刻认识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人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同时为世界的和平安定、共

同发展、文明交流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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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既在引领中国革命、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

进程中实现自身的重大发展，也在坚持胸怀天下的情怀中日益成长为推动全球变革、提升全球治理水

平和加快全球发展的引领者。从中华文明中天下“大同”的宏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人的联

合体”，从毛泽东的“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到习近平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兼济天下的人

类情怀始终流淌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因血脉中。坚持胸怀天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世界人民谋发展的伟大情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原则态度、目标追

求、使命担当的生动呈现。《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

的一边。”[1]68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锤炼中坚持胸怀天下，抵御各种风险、驾驭各种复杂局面所

遵循的根本原则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的必然要求。

前路不会平坦，但前景依然光明辽阔。面向未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孑然独立于世界格局之

外。“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4]45百年间，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是强而不霸的复兴之路，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发

展之路。基于此，习近平曾多次在国际场合强调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价值

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容不迫应对国际局势、游刃有余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依据。胸怀千秋伟业，

百年只是序章。只要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同心、行而不辍，便一定能够汇聚合作共赢的伟力，迎

来人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仍将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砥砺

前行，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各国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中国共产党依然要秉持胸怀天

下的人类情怀，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

持公道、伸张正义，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问题中展现出大国担当与自信，“既通过维护世界和

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1]68，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不断为

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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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just cause should be pursued for the common good.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i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 the past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practical needs, it has a solid foundation as it is the reflec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human liber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Marxist

mission-oriented Party’s conscious commitment.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Party has been cogitating

on the future of humanity with a global vision by insisting on opening up to reject isolation, pursuing mutual

benefits to reject zero-sum games, and standing up for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practical guidance,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means the Party should continue to enhance human progress and world harmony by following

the general trend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grasping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amid global changes, and

taking the entir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into account. Facing the future, the Party shall stand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and human progress, and work with all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to keep the wheels of history

rolling toward a brighter future.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istorical resolution;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historical expe-

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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