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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虽然她是一个国，却更像一个家，当
你来到中国，就一定会喜欢她……”两位
外国歌手骑着共享单车穿街过巷， 手举
自拍杆分享行走中国的快乐与精彩。这
首走红网络的英文歌曲， 折射出走向世
界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

“同各国人民一道， 积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的庄
严承诺，道出了中国人民的价值信念，宣
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赢得国际
社会一致认同。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也为人类进步
事业而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定
发展自己，以超过30%的贡献率为世界经
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从“一带一路”建设

让昔日“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再次
成为沿线人民的福祉，到国际舞台上全球
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主张激发广泛共鸣，中
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以
始终作世界和平建设者、 全球发展贡献
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责任担当，书写着
崇尚和平、造福人类的坚定信念。“中国人
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
过得好”，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
动力源源不断 ，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
辉，这是中国人民的朴素愿望 ，是中国
共产党的不懈追求。

中国的奋斗，成为世界的奋斗；中国
的贡献，赢得世界的尊重。十九大期间，
165个国家452个主要政党发来855份贺
电贺信， 前来采访的外国记者创下历史
新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在短短

数年内，以22个语种、25个版本、600多万
册的发行量，覆盖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
区。“全球新未来最好的希望来自中国”
“世界2030年时的面貌取决于中国”，国
际社会的期许诠释中国分量。 世界瞩目
的背后，是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机
遇， 是中国的进步为未来带来了希望，
是中国的成功路径为解决人类问题提
供了方案。

“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回望社
会主义500年， 马克思目光如炬关注人
类的未来，把人类的幸福作为毕生奋斗
的崇高理想。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中
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坚定
信仰，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从苦难中走过来，
秉承 “世界大同 ，天下一家 ”的历史底
蕴，抱守“协和万邦”“和实生物”的文化
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知和平

的珍贵、发展的价值，始终不渝走和平
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历史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是一只 “和平
的、可亲的、文明的”醒狮，越是发展壮
大，就越会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坚定力量。

1956年， 毛泽东同志提出： “中国
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1985年，
邓小平同志讲道：“到下世纪中叶……社
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
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宣示：到本世纪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人类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中国有信心，更有力量。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载11月
15日《人民日报》）

王亮

一早起来，意大利队无缘俄罗斯世
界杯的消息刷屏了。“爱”、“忧郁”、“艺术
家” ……看看这些关键词， 不明就里的
人，还以为大家在议论一部文艺电影。

这种氛围和用词，或许只在谈论意
大利足球时才会出现。大概是意大利队
充满浪漫、忧郁气质，球迷也变得柔情
起来。而在中国球迷心中，意大利足球
尤其是一种情怀。

上世纪80年代， 国内就开始转播意
甲比赛，意大利“忧郁王子”巴乔一度成
为中国球迷最喜欢的足球明星。2006年，
足球解说员黄健翔在解说中突然 “暴
走”，就因为他是意大利队的忠粉。与德
国、 西班牙等其他欧洲豪门的足球风格
不同，意大利足球要内敛、纯粹和朴实一
些，这似乎更契合中国人的文化。

如今的中国足球，和意大利足球又
有着深度交流，也得到了更多的意外之
喜。

意大利名帅里皮带领广州恒大书
写了中国足球的历史，如今执掌中国队
帅印。前意大利队队长卡纳瓦罗在中超
也收获巨大成功，现在又再次入主广州
恒大。而意甲，在中国球迷中有着巨大
影响力的“米兰双雄”，如今已被中国人
收购。

其实，中国的意大利球迷不必这么
失意。谁都想不到，四星意大利队会无
缘世界杯，但谁又能想到，如今的“米兰
双雄”竟已是中国人的球队呢？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⑧

意大利无缘世界杯

忧郁的意大利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11月14日， 四届世界杯冠军得主意大
利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
中，被瑞典队以总比分0比1淘汰，60年来首
次错过世界杯。

去年欧洲杯，意大利队在孔蒂的带领下
还能击败比利时、西班牙队，并和德国队拼
到最后一刻。仅1年之后，球队居然连世界杯
预选赛都无法出线。

意大利队主帅文图拉对比赛的指挥和
球队的把控存在严重不足。

14日的比赛中有一个细节。比赛快结束
时， 文图拉要求防守型中场德罗西出场。德
罗西直接拒绝：“这个时候换我上去干什么，

我们不需要平局，需要胜利！”随后，德罗西指
了一下身旁的那不勒斯前锋因西涅。需要加
强进攻，却打算换上防守型球员，文图拉的
指挥显然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

再看看意大利队的阵容。
后防主力依然是老将布冯、巴尔扎利、基

耶利尼和博努奇， 中场坐镇的是2006年世界
杯夺冠功臣德罗西，锋线则“乏善可陈”。以本
场比赛为例， 意大利队控球时间超过70%，射
门20多次，但就是无法破门。

老将廉颇老矣，新人难当大任，意大利
队的绝对实力的确已盛名难副。

无缘俄罗斯世界杯， 意大利门神布冯
随后宣布将退出国家队，“我们错失了本该
属于这个国家的东西， 这是我唯一后悔的

事情。我的最后一场国
家队比赛以无缘世界
杯而告终。”

另外3位老将巴尔
扎利、德罗西和基耶利
尼也紧随布冯， 表示要退出国家队。
在布冯、 巴尔扎利和德罗西退出后，
意大利队获得2006年世界杯冠军的
球员将全部告别历史舞台。

巴尔扎利赛后表示：“我们这批
球员的时代已走向终结。我和布冯以
及德罗西在2006年有着非常美好的
经历，和基耶利尼也携手经历了很多
冒险。我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度过这段
艰难的时光，并比我们做得更好。”

� � � � 图为意大利队守门员布冯在比赛后黯
然落泪。 新华社发

场外任意球

开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
———五论习近平主席亚太工商峰会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进入
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将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当今世界充满挑战，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但我们不会放弃理想
追求，将以更大的作为，同各方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
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
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勾画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美好前景，
郑重宣告中国将开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新征程”。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对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目标的又一次庄严宣示，传递着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大党胸怀，体现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

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国际社会日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正面临增
长动能的深刻转变、全球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
刻转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贫富分化、恐怖主义、网络安
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也给全球
治理提出了崭新命题。面对这些深刻转变和共同挑战，是勇立潮头，还
是迟疑徘徊？是主动引导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行，还是在挑战面前犹豫
不定？是携手开辟区域合作新局面，还是各自渐行渐远？习近平主席用
三个有力的提问，启示亚太各国携手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推动全球经
济治理体系深刻转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开辟全球发展繁荣的
光明未来。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征程上
的中国主张，是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中国人民美好愿望的集中体现，
也源于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洞察。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构想
任重而道远，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
弃追求。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深知自身肩负的责任。顺应大
势、勇于担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
和平稳定之锚；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
各国的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
建设，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与世界
各国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明天。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到和平与发展是
两大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到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把为人类作
出更大贡献作为自身使命。新时代的中国新征程，不仅属于13亿多中
国人民，也必将为亚太和世界开拓新局面、带来新机遇、增添新动力，
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交相辉
映。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载11月15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