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共赢共享旗帜高高飘扬
———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瑞士发表两场历史性演讲的时代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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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亮

近日，趁着冰冻后的暖阳，冷水江市三尖
镇六二村村民刘助贵，一边挥舞着竹竿，一边
吆喝着把牛羊赶去山上吃草。 他自信地告诉
记者：“这批牛羊已经基本预订完了， 就等顾
客年底来收货。 ”

现年53岁的刘助贵，曾是村里有名的“懒
汉”，整天游手好闲，一直住在六二村深山里
的小窝棚，连老婆也娶不到，过着“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的日子。 有时还向乡亲们赊账，时
间长了，大伙都不待见他。

随着精准脱贫工作的深入， 看着越来越
多的村民走上脱贫道路，刘助贵醒悟过来，想
干一点事情。 村里决定对他进行引导和帮扶。
2015年通过村民评议小组评议， 刘助贵成为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冷水江市环保局
驻村帮扶工作队帮他申请到了“安居工程”，
刘助贵从此住上了新房，解决了后顾之忧。

结对帮扶干部谢攸解多次到他家走访，
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宣讲，打消他的顾虑，承
诺帮他销售喂养的家畜。 这激发了刘助贵的
脱贫斗志和干劲。

2017年初， 工作队员支持他喂养了2头猪、2
头牛、10多只羊，昔日的“懒汉”，如今忙着通过双
手勤劳致富。 他每天在家喂猪，上山放牛放羊，日
子过得充实起来了，母羊又生了小羊，养殖规模
逐渐壮大，并获得了冷水江市产业奖补最高限额
6000元， 帮扶单位冷水江市环保局同步奖补
6000元。 2017年，刘助贵实现收入4万多元。

刘助贵的变化，让更多贫困户放下观望、
下定决心，纷纷到刘助贵家取经。 刘助贵认真
为他们答疑解惑，帮村民实现共同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姜涵忆 杨番

在中方县铁坡镇板溪村， 说起电商达人唐丽
君，村里无人不知。 近日，记者见到唐丽君时，她
正忙着发货：“靠做电商，我去年下半年已经脱贫
了。 ”

今年33岁的唐丽君， 因为家里遭遇一场大
火，2014年底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驻村扶贫工
作队在制定脱贫“一户一策”时，确定帮助她学做
电子商务。 2015年，唐丽君成为一名农村淘宝站
主。

“一开始，我对电商也不懂。 ”唐丽君说，后
来，她参加了中方县电商办、县人社局举办的电
商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等，学到了不少“干
货”。

唐丽君最初的业务多是替村民收发快递等。
后来，她想法将当地优质的土特产销售出去。 在
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 唐丽君注重产品包装，并
拍摄制作过程， 通过朋友圈等渠道进行宣传，订
单接踵而至。“最大的一笔订单， 订了20多箱黄
桃。 ”她说。

铁坡镇盛产黄桃、金秋梨、猕猴桃等水果，当
地村民还自制响萝卜、霉豆腐、腊肉、手工红薯粉
等土特产。过去，这些“美味”很难走出大山。唐丽
君走村入户， 包装这些产品， 然后想法销出去。
“小唐妹子真不错，有她帮忙，我们制作的土特产
都销掉了。 我虽然行动不便，也赚了不少钱。 ”当
地残疾村民杨华珍说。

2017年，唐丽君上网销售的土特产，销售额有6
万多元。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帮扶下，唐丽君还将村
里贫困户制作的土特产带到湖南医药学院，参加定
点帮扶农产品展销会。“我们的产品很受欢迎，一下
子就卖断货了。 ”唐丽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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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故事
百岁老兵享福寿 六旬儿媳尽孝心

�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文轶洲） 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开展
同心多元化经营， 近日入选国家发改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路径与案例研究课题。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路径与案例研究
是一项国家级重要课题， 旨在为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供典型案例和智力支持。 近年来， 中车
株洲电机公司充分发挥在轨道交通牵引
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 开展同心多元化经
营， 即将轨道交通方面的核心技术延伸至
风力发电、 特种变压器等多个绿色环保战
略性新兴产业， 使其高端动力产业链条不
断拓展与延伸， 取得良好效益。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曾晖 姚川石）“我很幸运，领到了高沙国土
资源服务大厅发出的第一本不动产权
证。 ”1月26日，洞口县高沙镇瑞雪纷飞，新
建的洞口县高沙国土资源中心所服务大
厅暨不动产登记中心投入使用，该镇栗山
路居民肖化卷领证后激动不已。

据悉，高沙国土资源中心所是全省首
个建成投用的乡镇国土标准化示范所。 高
沙素有“小南京”之称，人口多，经济活跃，
年均宅基地用地审批800余件， 登记发证
1000余宗。 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

2017年7月， 省国土资源厅在13个贫困地
区乡镇国土所启动标准化建设试点， 高沙
成为其中之一。半年多来，高沙国土资源中
心所因地制宜，一手抓硬件提质改造，一手
抓软件优质服务，先后完成了人才队伍、管
理制度、办公场所、服务窗口、办公设备等
“九大建设”。

目前， 高沙国土资源中心所以高沙镇
为中心、辐射周边5个乡镇，服务近30万人
口， 当地及周边群众办理不动产权证等业
务不用跑县城了， 发证速度也比以前提前
了7个工作日。

中车株洲电机开展同心多元化经营
入选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路径与案例研究课题

洞口建成全省首个乡镇国土标准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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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塑造共同未来”的
全球共鸣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
赢共享。”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演讲的这句话，不仅被全球媒体反复引用，更成
就当代中国思想走上世界舞台的经典瞬间。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在分
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作为主题。现年80
岁的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对媒
体直言：这个主题就是延续习近平主席去年在
达沃斯阐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这位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营达沃斯论坛
近半个世纪、见惯世界风云变幻的经济学家坚
信：“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是中国与世
界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具有历史性意义。”

“如果我们回看过去5年，可以说那确实
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向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更
近了一步。” 对于习近平主席这两场演讲，美
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
伯格斯滕同样用了“转折”这个词。

人类社会演进到今天， 从未像现在这样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商品、资本、信息、人员
在全球范围高速流转，“地球村” 让我们紧密
相连。同时，世界又处在动荡不安、风险积聚
之中。发展鸿沟扩大，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
化”思潮涌动，军事冲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

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威胁持续蔓延。
开放还是保守、合作还是封闭、变革还是

守旧？在这重要的抉择时刻，习近平主席在达
沃斯和日内瓦的演讲催人思考、给人力量，穿
透暗流与迷雾， 标注了中国当代思想指引世
界变革、塑造共同未来的“转折点”，产生越来
越强烈的全球共鸣。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成为给全世界共同
发展和繁荣创造条件的思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说。

坚持创新驱动， 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
式； 坚持协同联动， 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
式； 坚持与时俱进， 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
式； 坚持公平包容， 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
式。 这是习近平主席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实质
的精准把握， 在达沃斯论坛上为世界经济增
长、治理和发展模式提出的系统思想。

“一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印证了习近平
主席的演讲内容，”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西夫
说，“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互联互通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天寒地冻的达沃斯， 由去年习近平主
席演讲引发的全球化讨论却热火朝天。 呼应
中国主张的声音正在积聚。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演讲时提出， 许多民众没能分享全球化的
好处，全球化要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印度
总理莫迪说，解决全球化势头减缓的办法“不
是孤立主义，而是理解和接受变革，并为变革
时代制定出灵活政策”。

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关上大门， 自我
鼓励，不会把我们带向美好未来，保护主义不
是答案。”巴西总统特梅尔则亮明态度：巴西
希望扩大开放，加强多边合作，坚定支持世界
贸易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

在达沃斯演讲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强调
“美国优先”。不过麦肯锡公司亚太区董事长斯尼
德注意到，相比过去，特朗普这次专门说到“美国
优先”并非“美国孤立”，“是较为积极的信号”。

“显而易见，如今全球化的首席小提琴手是
中国。”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
总结道，中国致力于塑造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主席去年的演讲“非常符合联合国
所追求的方向———国际团结、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总干事穆勒对中国
作用期许有加，“我们需要驱动者，需要中国这
样的大国来帮助我们实现共同的目标”。

担起“建设更美好世界”的
共同责任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
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 全球事务应该由各
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接连用四
个“共同”强调多元合作、共担责任的道理。

众行方可致远。当今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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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国际治理体制， 不能仅靠一国之力、 一己之
力。”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

下大力气发展全球互联互通， 让世界各
国实现联动增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 这正是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和日内瓦
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向
世界发出的携手共建繁荣世界的诚挚邀约。

今年1月，成立满两年的亚投行交出亮丽
成绩单： 参与投资了12个亚非成员的24个基
建项目，贷款总额超过42亿美元，成员由最初
的57个扩至84个。习近平主席说过，亚投行应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这家
由中国首倡、 多方参与的国际金融机构从无
到有，以实际行动赢得国际社会认可，成为中
国“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生动体现。

分化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共同担当、协调
合作。 施瓦布说：“我们首先应建立新的合作
模式。 而这样的合作， 必须排除狭隘的利益
观，必须建立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础之上。”

毛里求斯前总统卡萨姆·乌蒂姆说：“中
国的全球治理主张有鲜明的多边色彩， 与非
洲的主张高度一致。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
将在非洲脱贫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被誉为造福人类的两条弧线，凝
结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共担发展责任的努力。4年
多来，中国同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共建“一
带一路”政府间协议，在倡议框架下对有关国家投
资已超过500亿美元，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

“一带一路”为共赢共享发展插上梦想的翅膀，演
奏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交响。新加坡总
理公署部长陈振声说，面对这个分化的世界，共建

“一带一路”很可能是最好的应对方案。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从累计

派出近4万人次维和人员，成为联合国维和行
动主要出兵和出资国， 到创建湄公河流域执
法安全合作机制；从大力推进减贫事业，到积
极开展对外援助； 从坚定支持和落实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到举办中埃文化年、中俄媒体
交流年、中拉文化交流年；从主办APEC（亚太
经合组织）北京会议、G20（二十国集团）杭州
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到举行“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始终携手世界，
共担责任，共迎挑战，以思想的力量凝聚广泛
共识，以实践的能力展现时代担当。

正如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首席研
究员埃斯特万所说：“中国的不断前进， 令它
成长为可为其他国家提供榜样的世界大国，
成为确保全球公共福祉的领导者。”

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前行力量

古往今来， 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终是人
类孜孜以求的梦想。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和
日内瓦两场历史性演讲， 抓住了世界各国人
民对和平、 发展、 繁荣的向往这一最大公约
数，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将每个民
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瑞士著名诗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施
皮特勒说：“找到同呼吸、 共命运的朋友是人
世间最大的幸福。”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
序》中说：“评判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
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2013年3月，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首
次出访的首场重要演讲中， 向世界明确提出

“命运共同体”理念。
此后5年间，伴随习近平主席纵横寰宇的

出访足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充
盈完善、生发生长，贯穿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方方面面， 成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实现共
赢共享的鲜明旗帜， 成为习近平主席思考和
破解人类最宏大最重要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创
新。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瞩目下首
登联合国讲坛， 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总布局和总路径， 为国际关系发展带来新气
象。20分钟讲话，赢得15次热烈掌声。时隔一
年多， 习近平主席在古朴庄重的日内瓦万国
宫，以宏大视野和哲学思维，再次深刻、全面、
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讲到关
键处，几乎句句赢得掌声。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
互鉴、绿色低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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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
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将
其称为“全球在21世纪的重要使命”。第71届联合
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说：“对我而言， 这是人
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应该凝聚不同
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
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
话，展现出中国这一大国、中国共产党这一大党
的天下情怀和品格风范，在广袤时空中透射出强
大的感召力和塑造力。

曾担任总理顾问的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主席库尔卡尼说：“当今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位领
导人能够集合如此强大的力量与智慧，能够如此
坚定地谈论整个人类的共同未来。”

“当世界一些政治人物大谈‘本国优先’
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却说出截然不同的话，让
热爱和平的人们倍感悦耳的话。在中国看来，
有利于全人类，就有利于中国；反过来，对中
国好的事，对全人类也有好处。”库尔卡尼说。

过去5年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指引下， 中国不断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和重大国际行动， 为破解和平赤字、 发展赤
字、治理赤字，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
展现中国智慧。

在时代风云激荡中，“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
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
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对中国的理念与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
则无不成也。” 世界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手
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今天，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 迈向
伟大复兴的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同舟共
济、同心协力，凝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前行力量，共同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 � � �瑞士达沃斯， 阿尔卑斯山系海
拔最高小镇。全球政要和精英每年
伊始会聚于此， 希望登高远眺，看
清这纷繁世界、理出那浩荡大势。

变革的时代， 呼唤伟大的思想。
伟大的思想，启迪人类的未来。一年
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和日内
瓦发表两场历史性演讲，从全局和全
球视角，从哲学和时代高度，阐释中
国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深刻回答“人类社会
何去何从”这一根本性问题，其真理
之光点亮暗夜， 其智慧之声传遍大
地，其震撼之效延绵至今。

激起“塑造共同未来”的
全球共鸣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
赢共享。”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
部演讲的这句话，不仅被全球媒体反复引用，更成
就当代中国思想走上世界舞台的经典瞬间。

今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将“在分
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作为主题。现年80
岁的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对媒
体直言：这个主题就是延续习近平主席去年在
达沃斯阐述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这位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经营达沃斯论坛
近半个世纪、见惯世界风云变幻的经济学家坚
信：“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是中国与世
界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具有历史性意义。”

“如果我们回看过去5年，可以说那确实
是一个转折点， 中国向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更
近了一步。” 对于习近平主席这两场演讲，美
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弗雷德·
伯格斯滕同样用了“转折”这个词。

人类社会演进到今天， 从未像现在这样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商品、资本、信息、人员
在全球范围高速流转，“地球村” 让我们紧密
相连。同时，世界又处在动荡不安、风险积聚
之中。发展鸿沟扩大，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
化”思潮涌动，军事冲突时有发生，恐怖主义、

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威胁持续蔓延。
开放还是保守、合作还是封闭、变革还是

守旧？在这重要的抉择时刻，习近平主席在达
沃斯和日内瓦的演讲催人思考、给人力量，穿
透暗流与迷雾， 标注了中国当代思想指引世
界变革、塑造共同未来的“转折点”，产生越来
越强烈的全球共鸣。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成为给全世界共同
发展和繁荣创造条件的思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说。

坚持创新驱动， 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
式； 坚持协同联动， 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
式； 坚持与时俱进， 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
式； 坚持公平包容， 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
式。 这是习近平主席基于对经济全球化实质
的精准把握， 在达沃斯论坛上为世界经济增
长、治理和发展模式提出的系统思想。

“一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印证了习近平
主席的演讲内容，”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西夫
说，“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互联互通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

在天寒地冻的达沃斯， 由去年习近平主
席演讲引发的全球化讨论却热火朝天。 呼应
中国主张的声音正在积聚。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演讲时提出， 许多民众没能分享全球化的
好处，全球化要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印度
总理莫迪说，解决全球化势头减缓的办法“不
是孤立主义，而是理解和接受变革，并为变革
时代制定出灵活政策”。

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关上大门， 自我
鼓励，不会把我们带向美好未来，保护主义不
是答案。”巴西总统特梅尔则亮明态度：巴西
希望扩大开放，加强多边合作，坚定支持世界
贸易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

在达沃斯演讲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仍强调
“美国优先”。不过麦肯锡公司亚太区董事长斯尼
德注意到，相比过去，特朗普这次专门说到“美国
优先”并非“美国孤立”，“是较为积极的信号”。

“显而易见，如今全球化的首席小提琴手是
中国。”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
总结道，中国致力于塑造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习近平主席去年的演讲“非常符合联合国
所追求的方向———国际团结、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总干事穆勒对中国
作用期许有加，“我们需要驱动者，需要中国这
样的大国来帮助我们实现共同的目标”。

担起“建设更美好世界”的
共同责任

“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
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 全球事务应该由各
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接连用四
个“共同”强调多元合作、共担责任的道理。

众行方可致远。当今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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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国际治理体制， 不能仅靠一国之力、 一己之
力。”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说。

下大力气发展全球互联互通， 让世界各
国实现联动增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推动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
发展。 这正是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和日内瓦
演讲中反复强调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向
世界发出的携手共建繁荣世界的诚挚邀约。

今年1月，成立满两年的亚投行交出亮丽
成绩单： 参与投资了12个亚非成员的24个基
建项目，贷款总额超过42亿美元，成员由最初
的57个扩至84个。习近平主席说过，亚投行应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这家
由中国首倡、 多方参与的国际金融机构从无
到有，以实际行动赢得国际社会认可，成为中
国“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生动体现。

分化的世界，需要更多的共同担当、协调
合作。 施瓦布说：“我们首先应建立新的合作
模式。 而这样的合作， 必须排除狭隘的利益
观，必须建立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础之上。”

毛里求斯前总统卡萨姆·乌蒂姆说：“中
国的全球治理主张有鲜明的多边色彩， 与非
洲的主张高度一致。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
将在非洲脱贫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带一路”，被誉为造福人类的两条弧线，凝
结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共担发展责任的努力。4年
多来，中国同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共建“一
带一路”政府间协议，在倡议框架下对有关国家投
资已超过500亿美元，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

“一带一路”为共赢共享发展插上梦想的翅膀，演
奏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交响。新加坡总
理公署部长陈振声说，面对这个分化的世界，共建

“一带一路”很可能是最好的应对方案。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从累计

派出近4万人次维和人员，成为联合国维和行
动主要出兵和出资国， 到创建湄公河流域执
法安全合作机制；从大力推进减贫事业，到积
极开展对外援助； 从坚定支持和落实气候变
化《巴黎协定》，到举办中埃文化年、中俄媒体
交流年、中拉文化交流年；从主办APEC（亚太
经合组织）北京会议、G20（二十国集团）杭州
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到举行“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始终携手世界，
共担责任，共迎挑战，以思想的力量凝聚广泛
共识，以实践的能力展现时代担当。

正如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首席研
究员埃斯特万所说：“中国的不断前进， 令它
成长为可为其他国家提供榜样的世界大国，
成为确保全球公共福祉的领导者。”

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前行力量

古往今来， 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终是人
类孜孜以求的梦想。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和
日内瓦两场历史性演讲， 抓住了世界各国人
民对和平、 发展、 繁荣的向往这一最大公约
数，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将每个民
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瑞士著名诗人、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施
皮特勒说：“找到同呼吸、 共命运的朋友是人
世间最大的幸福。”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
序》中说：“评判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
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2013年3月，习近平在就任国家主席后首
次出访的首场重要演讲中， 向世界明确提出

“命运共同体”理念。
此后5年间，伴随习近平主席纵横寰宇的

出访足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充
盈完善、生发生长，贯穿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的方方面面， 成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实现共
赢共享的鲜明旗帜， 成为习近平主席思考和
破解人类最宏大最重要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创
新。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全球瞩目下首
登联合国讲坛， 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总布局和总路径， 为国际关系发展带来新气
象。20分钟讲话，赢得15次热烈掌声。时隔一
年多， 习近平主席在古朴庄重的日内瓦万国
宫，以宏大视野和哲学思维，再次深刻、全面、
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讲到关
键处，几乎句句赢得掌声。

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
互鉴、绿色低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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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形成了科学完整、内涵丰
富、意义深远的思想体系。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将
其称为“全球在21世纪的重要使命”。第71届联合
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说：“对我而言， 这是人
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应该凝聚不同
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
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
话，展现出中国这一大国、中国共产党这一大党
的天下情怀和品格风范，在广袤时空中透射出强
大的感召力和塑造力。

曾担任总理顾问的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
主席库尔卡尼说：“当今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位领
导人能够集合如此强大的力量与智慧，能够如此
坚定地谈论整个人类的共同未来。”

“当世界一些政治人物大谈‘本国优先’
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却说出截然不同的话，让
热爱和平的人们倍感悦耳的话。在中国看来，
有利于全人类，就有利于中国；反过来，对中
国好的事，对全人类也有好处。”库尔卡尼说。

过去5年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指引下， 中国不断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
和重大国际行动， 为破解和平赤字、 发展赤
字、治理赤字，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
展现中国智慧。

在时代风云激荡中，“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
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
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对中国的理念与行动给予高度评价。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
则无不成也。” 世界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手
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今天，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 迈向
伟大复兴的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同舟共
济、同心协力，凝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前行力量，共同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 � � �瑞士达沃斯， 阿尔卑斯山系海
拔最高小镇。全球政要和精英每年
伊始会聚于此， 希望登高远眺，看
清这纷繁世界、理出那浩荡大势。

变革的时代， 呼唤伟大的思想。
伟大的思想，启迪人类的未来。一年
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和日内
瓦发表两场历史性演讲，从全局和全
球视角，从哲学和时代高度，阐释中
国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思想，深刻回答“人类社会
何去何从”这一根本性问题，其真理
之光点亮暗夜， 其智慧之声传遍大
地，其震撼之效延绵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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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首家青少年体能馆投用
1月29日，青少年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进行体能训练。当天，湖南首家青少年体能馆暨芙

蓉区青少年体质促进培训基地投入使用。 该馆设有专业室内田径跑道、综合训练草坪区、体
能训练室、力量综合训练区、跑酷区、攀岩墙、体质健康测试评估与康复治疗室等功能区域，
能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个体差异的青少年群体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体能、技能教学训
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肖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袁光宇 胡晓建

“曾爷爷，最近好吗？ ”“好得很！我能活到
这把年纪，全靠小儿子两口子细心照顾。 ”近
日， 在邵阳市大祥区翠园街道戴家社区一套
旧房里，今年101岁的抗战老兵曾瑞田一边吃
着小儿媳送到嘴边的香蕉， 一边与关爱抗战
老兵志愿者李盛甲聊天。

曾瑞田1917年6月出生于邵东。 抗战时，
他主动参军报国，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
保卫战、兰封会战、长治会战等，抗战胜利后
回家务农， 后进入邵阳市搬运公司工作直至
退休。 曾瑞田的小儿子曾亿中介绍，曾瑞田曾

因装卸重物累伤腰椎，93岁时开始不能行走，
也不能仰躺， 只能侧睡。 从2016年起小便失
禁、大便半失禁。

“为了让老爷子吃好，我们两口子动了不
少脑筋。 ”曾亿中说，2012年，老人牙齿全部脱
光，吃不了干饭和炒菜，曾亿中和妻子就想方
设法给他做营养流食。 早晚通常是一杯水果
浆加个鸡蛋，中午有时将红枣、枸杞、肉丸蒸
烂给老人吃，有时将红薯、面粉、牛奶、核桃
仁、苹果拌在一起打碎给他喝，并经常变换口
味，让老人吃得满意。

为了及时掌握老人的活动情况， 2014年
初， 曾亿中夫妇在老人床头与自己房里装了
有线电铃。 2016年4月， 为了更方便， 夫妇

俩干脆买来3个无线遥控器， 父亲与他们夫
妻各带一个在身上， 及时了解老人动向和需
求。

“老爷子瘫痪8年了，从未生过褥疮。 ”曾
亿中说，为保持父亲清洁卫生，他和妻子给老
人勤换衣服、鞋袜、被褥，天热时每天给他洗
澡，天冷时两三天用热水擦一次身，还从网上
买来高分子吸水树脂集尿袋， 解除老人晚上
排尿难题。 天晴时， 曾亿中夫妇总要推着轮
椅，陪老人到外面晒晒太阳、看看风光。“走到
曾爷爷身边，走进他卧室里，都闻不到一点异
味。 百岁抗战老兵忠于国家，六旬儿子儿媳孝
顺老父， 我们邵阳有这样一个忠孝之家，难
得！ ”志愿者李盛甲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