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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研究】

普惠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
杨建坡
摘

要：普惠哲学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中的“ 反映” 与“ 把握” ，是一种世界多样平等、人类共进共享共生

与利益共同的共生普惠的价值理念。 在哲学立场上，普惠哲学以人的逻辑超越资本的逻辑；在哲学理念上，以普惠
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在思维方式上，以平等包容超越主体统治客体；在理论建构上，以普惠文明论超越西方中心论。
就本质而言，普惠哲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重大主张上，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解答，其在哲学上的表达
就是普惠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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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中国领导人面对世界

程之中。 总体而言，当今时代精神仍然是建立在资

问题和人类困境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是

本逻辑之上的以西方中心论及资本主导论为主旨的

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思想发展和实践要求提出的中国

近代形而上学体系。 就西方思想的表层进展而言，

价值和中国思想；既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
要的与时俱进成就，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
大理论创新成果。 其具有重大思想性、价值性和实
践性，蕴含着丰富的普惠共享、生命共同、多元统一、
差异一体的哲学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普惠

“ 西方哲学起于对存在的思考” ① ，致力于探究世界
的“ 本原” “ 始基” ，随后发现由于“ 认识世界” 的逻
辑在先性进而转向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寻求知
识的“ 支点” “ 原点” ，之后认识到语言、符号表达的
逻辑先在性进而转向语言和符号问题分析，从而陷

哲学的实践表达和现实展开，普惠哲学是人类命运

入语言符号及文化系统的纷繁复杂、莫衷一是的泥

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因此，有必要树立一种普

潭而无法自拔，远离了哲学的宏大主题。 就西方思

惠哲学意识，从普惠理念、普惠价值、普惠思维、普惠

想的深层逻辑而言，西方思想的逻辑进展困境根源

文明等不同维度理解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于主客二元分立的西方哲学传统思维范式。 就西方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的本质意义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体

一、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与普惠哲学出场逻辑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时代
精神的状况又是历史的和现实的统一，是人类思想
进展的一个环节和逻辑展开。 因此，要认识和理解
当今的时代精神状况，必须深入人类思想的逻辑进

系是资本逻辑的观念领域、理论纲领和思想表达，是
对资本提供 “ 慰藉” 和 “ 辩护” 的所谓 “ 资本正 义”

“ 普世价值” ，是西方“ 一元论” “ 西方中心论” 的理

论秘密和根据。 西方现代形而上学的迷惑性在于，
以张扬人的理性和地位为幌子，来掩盖其根本上对
“ 主体” 绝对统治“ 客体” 的竭尽全力的追逐， “ 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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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

所谓普世价值。

粉饰‘ 掠夺’ 的本质” ③ 。

以自拔，经济危机、民主乱象愈演愈烈，“ 和平赤字”

论和知性观念。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源自西方，而

问题，其总根源和总原则就在于资本和现代形而上

会” ② ，用“ ‘ 普遍’ 包装‘ 特殊’ 、用所谓‘ 先进文明’

现代形而上学的一个显性样态就是现代科学理

“ 希腊科学无疑是现代科学的源头” ④ 。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陷入困境难

“ 民主赤字” “ 发展赤字” “ 治理赤字” 发展为全球性

那么什么

学的双重逻辑。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

是科学呢？ 爱因斯坦在给斯韦策的信中说：“ 西方

一部全球扩张史、殖民史，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殖民

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

地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 从人类历史进程看，资本

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 在欧几里得几何学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近代工业文明，推进了生

中） ，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
系（ 在文艺复兴时期） 。” ⑤ 也就是说，科学必须把对
现象世界的描述置于数量关系之中，自然界因被量
化而变得可被计算，因其可被计算而变成被统治对
象。 这种形而上学构想起源于古希腊，兴盛于近代，
不管现代物理学的内部结构和理论形态发生怎么样
的变化，其核心议题仍然是对自然对象的统治。 那

产力和世界发展，“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
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
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⑦ 。 这是资本的力量
和魔力，但是这种魔力和法术还有恶的一面，西方国
家“ 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
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⑧ 。 资本的本性就是无限增殖
和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是其

么，现代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为什么是对作为对象

先天基因，是西方国家必然遵循的主导逻辑和根本

的存在物的统治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到社会存

规律。 从思想层面看，资本主导的逻辑必然体现为

在中寻求，即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要素中寻
求，“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
和肮脏的东西” ⑥ 。

资本的本质和生命在于无限增

殖，而只有通过将世间一切变为其能控制和统治的

资本占有劳动、“ 主体” 统治“ 客体” ，在经济领域乃
至全社会 以 资 本 原 则 代 替 人 的 尺 度， 将 人 定 义 为
“ 经济人” 而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并将这一原则
推演至最广大的地域和范围。 但问题是，资本肆意

对象时，这种增殖过程才成为可能。 因此，以资本为

攫取超额利润并无限扩张必然造成全球市场严重不

原则的生产过程内在地决定了知性科学的那种以控

足， 资 本 主 义 必 然 会 出 现 困 境 或 陷 入 恶 性 循 环。

制和统治一切存在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性追求和生产
性应用。
我们对资本的这种增殖原则和效用原则早已清
楚，但却对现代形而上学的知性科学对资本的深层

“ 这种困境，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
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体现为贫富差
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普世价值虚伪性暴
露。” ⑨

建制性、原则性、规划性的作用认识不足。 现代资本

近代以来，中国被裹挟入西方资本逻辑之中而

主义社会的生成原理在于以资本的无限扩张和殖民

被迫加入全球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并驾驭资

为物质支柱和物质逻辑，以现代形而上学对一切对

本主动参与全球化，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之路，成

象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为思想支柱和理论逻辑。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

在这双重力量的支配推动下，资本永无止境、永不停

贡献，在世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之时创造了中国奇

歇，竭尽全力、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的增殖和扩张，

迹。 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

现代形而上学则使出浑身解数毫无保留地为资本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于善于利用并驾驭资本

行谋划。 在这一逻辑下，资本主义社会就像被绑上

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于始终保持自

了一架飞驰的战车，企图夷平一切差异和多样，铲除

身独立和人民中心，在于始终主张和坚持合作共赢、

一切不同和多元，剪灭各种样式和异己力量，消除一

和平发展、共享普惠的普惠理念和普惠价值。 中国

切神圣和崇高。 因此，在社会存在领域，西方社会必

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以人的逻辑超越资

然表现为经济上的单边主义、唯我逻辑，政治上的霸

本逻辑，以普惠理念超越“ 主体” 对“ 客体” 的控制和

权主义、强权逻辑；在社会意识领域，西方社会必然

统治，探索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而为世

表现为资本主导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宣扬

界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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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权力

的历史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

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 而全球力量的根本转移

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共利存在、互依互惠关系的揭示，

深入加剧，世界多极化发展不断加大，国际格局剧烈

主张人民共创共享共治，国家之间互利共赢命运共

动荡，势必导致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冲突和博弈，

同。 具体而言，在处理国内各方面关系上，总体上主

致使挑战频发多发，地区冲突不断升级。

张共和，即社会各界、各阶层、各民族之间同生死、共

综上所述，西方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导以及

荣辱，同甘苦、共患难，同奋斗、共建设；经济发展上

奠基于资本逻辑的知性科学体系的现代形而上学，

主张以人民为中心共创共富共享平衡；在政治建设

中国的成功正在于利用并驾驭资本而没有走上资本

上主张共治；在文化发展上主张共识；在社会发展上

主义道路，以人民为中心克服与超越资本主导的游

主张共进；在生态建设上主张共生。 在处理国际关

戏规则，坚持合作共赢、共享普惠的价值理念。 解决

系上，体现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在对外关系上

人类难题和世界困局，一方面，要正视权力转移和利

主张注重平等、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大国外交、文明

益博弈的现实，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在世界大变局中
赢得主动，为世界全局稳定和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
献；另一方面，要在权力博弈中，凝聚全球价值共识，
掌握引领世界的话语权。 时代之变和时代要求，对



互鉴；在实践上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普惠哲学是我国“ 发展起来以后” 进入“ 强国时

代” 的“ 强国哲学” ，是我国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更加
注重创新驱动、发展走向全面协调、建设人与自然生

我们构建起引领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理论特别是哲

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中的反映与

学理论提出了现实要求和紧迫任务。 普惠哲学就是

把握。 在此意义上，普惠哲学表现为一种多样平等、

立足中国智慧、中国成就，着眼当今世界问题和人类

共进共享共生与利益共同的共生普惠的哲学理念。

难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眼光洞悉人类历史发展

毫无疑问，这种哲学理念是对西方资本逻辑、普世价

大势，将当今时代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与

值、主体统治客体、西方中心论的克服与超越。

全球、与新时代新实践的关系把握在思想之中，构建
反映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
学理论。

１．在哲学立场上，普惠哲学以人的逻辑超越资

本的逻辑

如前所述，西方社会出现的系列问题和诸多困
二、普惠哲学的内涵及其超越性

境根源于资本以及为其辩护和提供支撑的现代形而
上学体系形成的双重逻辑。 这是资本主义的血液中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的时代。 恩

流淌的内在基因和本质规定，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与

格斯说，“ 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

资本主义是彼此生成的内在关系。 资本的本质在于

而“ 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

增殖，在于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是一个无休止无底

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

线的循环升级逻辑。 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

时代内容” ⑩ 。

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 问题就
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

 可以说，“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迁，人类

呼声” 。 

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变革和思想先
。

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

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
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

 当代中国学者立足时代之变，从世界新发展

代。” 

新实践中反思提升，提炼出具有时代标识性、理论原
创性的哲学新范畴。 这样的哲学，韩庆祥教授称之


为“ 普惠哲学” ，并进行了理论阐释和构建。 

那么，普惠哲学的内涵和主张是什么呢？ 普惠

哲学是一个实践性、生成性的关系性概念，是对现实

值增殖。 马克思等思想家对资本的“ 吃人” 剥削和
殖民扩张的本性进行过深刻揭露。 马克思引用《 评
论家季刊》 的话说：“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
大起来。 如 果 有 １０％ 的 利 润， 它 就 保 证 到 处 被 使

用；有 ２０％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５０％ 的利润，
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１００％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
法律；有 ３００％ 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
绞首的危险。 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
 以资本主导逻辑的“ 全球观”

鼓励动乱和纷争。” 

和“ 世界观” ，是建立在全世界范围追逐和攫取剩余
价值的物质观和利益观。 这种全球的追逐掠夺和世
界范围的“ 狩猎” ，必然导致一定时期的全球“ 市场
需求不足” 和“ 经济增长乏力” ，资本游戏规则必然
１１７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遭遇调整而面临困境。 例如，２００８ 年以美国为代表

贯之，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

的西方国家陷入重重危机和难以走出的困境，经济

习近平强调：“ 我们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长期低迷和调节失效，政治倾轧日甚和利益纷争加

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剧，社会撕裂分化和动荡不安，意识形态虚化和欲盖

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

弥彰，乱象纷呈，愈演愈烈。 资本逻辑的“ 见物不见

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检验我们一切工

人” 和“ 唯利是图” 必然是灾难性的和难以持久的。

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不断探索并逐

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

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开始在经济领域

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

利用资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使市场在资



要保证。” 

市场在所有社会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处于主体地

世价值

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 这一重大决定，意味着

２．在哲学理念上，普惠哲学以普惠价值超越普

位，对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商品价格拥有

所谓普惠，就是在尊重多样的前提下更加突出

直接决定权；意味着在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

普遍，在承认多元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统一，摒弃对抗

制以及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其他任何力量都不

敌对与抵牾隔绝、走向合作交流与共赢共生的价值

能代替市场的作用。 可以说，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

理念。 普惠理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真

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社会

理观和人的逻辑基础之上，更具有实践性、真理性和

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规律的认识和

人类性。 相反，建立在主体控制客体思维和资本逻

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我们的市场经济

辑基础之上的“ 普世价值” 则具有欺骗性、虚伪性和

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呢？ 或者说，我们也

迷惑性。 普世价值以特殊代替普遍、以个别代替整

是资本主导逻辑吗？ 答案毋庸置疑：我们是社会主

体，是一种强权逻辑和霸权思维。 它把西方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其关键在于我们以“ 坚持四项基本原

义国家或统治集团、利益集团的特殊的价值观及操

则” 为前提，将市场、资本作为整合社会资源、解放

作模式演化为世界标准，强加于人，硬性推广，往往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将资本限定在经济领域

还携带经济打压和武力恐吓，不惜诉诸武力大打出

“ 为我所用” ，驾驭和利用资本的积极方面，限制和
杜绝资本的消极方面，没有也不会出现资本占有整

手，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资本逻辑辩护、为现实开道，
以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攫取物质利益。

个社会劳动并控制整个社会的资本逻辑问题。 对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标榜的“ 自由、民主、

本的驾驭与利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和

平等、博爱” 等价值观，整体地看，反映了人类文明

基本立场，其核心在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

的共同追求；历史地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曾发挥过

发展思想。 也就是以人的逻辑驾驭和超越资本逻

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资本“ 普照光” 的支配下，使

辑，以维护和张扬人的价值为出发点和奋斗目标。

其成为压迫奴役、强制控制别国或地区的借口，这些

我们党始终强调人民至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价值观就变成了剥削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中心，始终牢记“ 为人民谋幸福” 的初心。 围绕毛泽

西方国家以所谓普世价值为掩盖，将原来赤裸裸的、

东对全党提出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

强盗式的野蛮掠夺包装成抽象的“ 正义观念” 和话

旨，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改革发展的实际，邓小平提出

语体系，在第三世界上演双重标，欺世盗名。

将“ 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

当今世界，国际多极化加速发展，人类面临的困

应不答应” 作为全党工作标准，江泽民提出把“ 始终

境和全球问题不断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 根 本 利 益” 作 为 党 的 建 设 方

现“ 逆全球化” 倾向，单边主义、保守主义日益抬头

向，胡锦涛提出“ 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

并愈演愈烈。 当利益与普世价值发生冲突时，普世

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的

价值就会被扔到一边而代之以经济封锁或明目张胆

具体工作要求，习近平提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
初就将“ 人民”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矢志不渝，一以
１１８

的“ 武力制裁” 。 普世价值，从表面上看是人类普遍
性价值，但从本质上看是为了维护霸权地位、霸道行
为的强权叙事。 “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 如果作为

普惠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共同价值，确实具有代表性，也得到了国际社会
的接受，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但历史不能倒退，
价值不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用霸权强权置换掉共
生共荣的价值内核，这种行为连同被改装过的所谓

“普世价值” ，必定被揭露、被抛弃，被历史的车轮碾

循环圈，与自然、他人及社会融为一体、合而为一。
因此，把握世界的本质与特性、“ 认识我们自己” ，必
须突破局限于物的“ 理论思维” ，深入人的根本的感
性对象性活动的无限丰富性之中，把握和理解人的
开放性、通融性和生成性，从而超越抽象化思维。 普

压。 当前，普世价值影响力大大弱化，所谓民主自由

惠哲学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马克思的“ 类” 思维，是

节节衰退，政府公信力持续下降，政治纷争不断，政

从生存论、存在论基础将人理解为“ 类” 存在物。 这

局动荡不已，社会撕裂加剧，民不聊生。 西方“ 普世
价值” 及其民主制度必然走向衰退和崩溃。
而普惠价值本质上区别于西方普世价值，普惠
价值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以世界多

种建立在“ 类” 本质基础上的“ 类思维” ，将人与物、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把握为否定性的、生成性的
内在统一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是“ 命运共同体” 。

普惠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将人的个性与社会

样性这个客观现实的长期存在为出发点，维护和践

性内在地统一起来的哲学原则，将人的内在精神世

行多边主义，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

界的超越和现实的物质解放统一起来，达到人的内

同体，最终普惠全人类。 进而言之，普惠价值尊重并

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统一协调发展，实现个人与他

承认世界多样化和利益诉求的公平化，将一国发展

人、个性与社会性发展的辩证统一。 因为，人的社会

进步与世界整体、人类整体发展进步统一起来，实现

化过程，也就是人与他人建立一体化社会关系的过

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合作互鉴、命运共同，既注重一

程，这一过程是以人的个性发展作为前提的，而由于

国的发展，特别强调一国发展的世界意义、人类价值

每个人都有丰富的个性、多样化的差异性和无限的

和人类贡献，也突出“ 类” 存在的本质，强调个人的

可能性，也就决定了人的社会性、统一性是差异一

自由全面发展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普惠价值

体、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 因此，从本质上看，人的

既强调价值在形式上的普世性，更注重价值在实质

社会化过程，既是人的个性的实现过程，更是人的社

内容、实现方式和实际效果上的普惠性，是目的与方

会性本质的实现过程。 进而言之，个人的自由全面

法、事实与价值的高度统一。 普惠价值所倡导的多
样、平等、包容、互鉴、协商和共享的普惠理念，符合

发展只有在人与人结成的 “ 共同体” 中才可 能； 反
之，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也必须以每个人自由

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超越引起纷争、造成冲

全面的发展为前提。 人的个性与社会性是本质同一

突、致使全球治理危机的普世价值的价值理念，可以

的，是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 因此，普惠哲学的

成为建立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打

思维是把人理解为一种与其他社会存在处于一种生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人类文明的哲学理念。

成性、社会化、多维度的一体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

３．在思维方式上，普惠哲学以平等包容超越主

体统治客体

近代以来，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思维方式是一

状态之中的存在，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奠定了
思维原则和思想基础。
就国际关系而言，近代以来的西方思维体现的

种抽象的“ 理论思维” ，这种思维指向外在自然，追

是西方“ 一元论” 和“ 西方中心论” ，强调西方世界是

在的思维方式，是见物不见人的思维范式。 这种思

主导“ 西方道路” 。 普惠哲学强调多元一体、世界多

求主体对客体的控制与统治，本质上是揭示物的存

维也同样用于理解人，以认识物的、自然的方式去理

“ 主体” 而非西方世界是“ 客体” ，推行“ 西方模式” ，
样，主张主客一体，世界交流互鉴、平等包容、合作共

解人的存在，定义人的本质。 在普惠哲学看来，人的

赢、共生共荣。 要求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注重

生命存在与物的自然存在具有本质区别。 一般而

国际交往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交往与包容性发展，

言，物的存在是直接的、自我封闭的因而也是被决定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追求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

的，而人的存在则是生动的、开放的因而也是主动性

运共同体。

的、建构性的，进而由于人的无限开放性、创造性和
丰富性而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建立一体性的内在
关系。 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使人突破了生物的封闭

４．在理论建构上，普惠哲学以普惠文明论超越

西方中心论

近代以来，西方凭借资本主导的经济扩张和科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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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先发优势，“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

理国内外尤其是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时，所应

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 一

 。 普惠哲学是中国对“ 世界怎么了” “ 我们

总称” 

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
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
“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

 这种现实情况反映在意识领域就是“ 西

于西方” 。 

方中心论” “ 文 明 冲 突 论” “ 文 明 优 越 论” ， 甚 至 是
“ 历史终结论” ， 其力 图 将 所 谓 “ 自 由” “ 民 主” “ 人
权” 作为 “ 思 想 武 器” 对 非 西 方 世 界 进 行 “ 价 值 殖
民” ，推行文化霸权。 但是从文明演进史看，世界上

遵循的根本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的
怎么办” 的世界之问做出的哲学之思和理念表达。
一方面，普惠哲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所具有的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精神品质，
体现了为全人类解放与自由发展进步的历史担当，
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志向和价值取向。 秉持“ 命运
共同” “ 合作共赢” “ 共同发展” 的理念，中国通过不

断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带动世界发展与繁
荣，通过不断探索发展道路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

还从未有过一种能通约所有文明、主宰其他价值体

代化的途径，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全新选择，

系、抹平民族种族差异的单一文明情况；从文明的本

为世界上某些国家、民族或地区提供物质支持和道

质看，文明必定是多元多样的、复杂丰富的和充满张

义援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力的，用一种标准强加于人是一种违背文明本质的

案。 另一方面，普惠哲学还通过中国的大外交政策

错位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主观

得以体现。 中国注重国家平等，坚持独立自主，深化

臆断。 这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单边主义、民粹主义、

对外开放，实施大国外交，促进文明互鉴；在处理国

后物质主 义 等 文 明 危 机 愈 演 愈 烈， 文 明 冲 突 不 断

际事务时强调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倡导差异一体

加剧。

与互利共赢，追求命运共同与风险共担，推动人类命

普惠文明深深扎根于人类文明整体利益的土
壤，秉持“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人
类共同价值理念，主张尊重客观存在的文明差异化

运共同体思想逐渐成为全球价值共识。

２．普惠哲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表达

普惠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理论创

多元化多样化，强调交流互鉴和包容共生，寻求最大

新，是对人类问题和时代精神的哲学把握，为“ 人类

文明公约数，具有清晰的使命意识和价值理念自觉，

命运共同体” 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 第一，普惠哲

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评判标准。 可以说，构建这

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当代发展。 普惠哲学

种全人类共通共享共惠的新型文明是时代要求，在

立足时代、人及人类生存境况，将人的“ 类本质” 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体系中建构新的文明形态是

性作为价值维度，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

时代任务。

己否定性的内在统一关系，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普惠哲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普惠哲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普惠哲学都集中体现在

思想的马克思人学基础。 第二，普惠哲学是对全球
问题和人类困境的哲学把握。 普惠哲学的致思目标
是 ２１ 世纪人类问题的哲学回答，是对西方“ 普世价
值” 的超越，是对人类价值共识和“ 最大公约数” 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重大主张上。

哲学表达，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对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

和价值逻辑，指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基

解答，而在哲学上的表达就是普惠哲学。 普惠哲学

础。 第三， 普 惠 哲 学 在 方 法 论 上 是 战 略 辩 证 法。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人类时代精神和全球实
践要求的一个重要成果和理论创新。

１．普惠哲学反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 的 时 代

要求

“ 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运用辩
证法， 在 战 略 中 有 辩 证 思 维， 在 辩 证 思 维 中 有 战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运用战略辩证法来分析解

略。” 

决人类面临的系列问题，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普惠哲学是事物对差异一体、辩证统一的本质

思想是对世界大变局的理论把握，是对世界大格局

关系的哲学表达。 在全球问题处理方面，普惠哲学

的战略衡量，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和方

“ 是指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各国在处
１２０

法论创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普惠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同时，普惠哲学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核心要义、价值理念和目标

“ 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性与必然性，又体现理念的普
惠性与崇高性，既是普惠哲学的现实依据，又是普惠

设定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倡导利益共享、责任共

。

哲学的集中体现” 

公” “ 协和万邦” “ 和而不同” 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注释

担、命运与共的普惠价值， 是 “ 天人合一” “ 天下为
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普惠哲学的实践要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

大主张和价值逻辑，具有现实性与必然性。 第一，基
于对世界问题的复杂性、风险共担性和利益共同性
的深刻认识，尊重和承认世界多样性而维护和践行
多边主义，推动建立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全球行动、全
球应对和全球合作机制，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内在的现实逻辑和价值逻辑。 第二，
基于对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只有一个共同未来，必须
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深刻认识，深刻理解当今时代
的高度开放性、自我封闭的危险性，充分认识由资本
和市场开辟的世界历史、由网络和信息促进的全球
时代使人类彼此密切联系。 就当今世界各国的总体
发展需要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逻辑。
第三，基于对当今世界不仅存在着差异与分歧、更存
在共同利益与价值追求的认识，“ 和平、发展、公平、

①杨建坡：《 主客体世界关系的演变逻辑及其马克思的变革》 ，《 哲学
探索》 第 １ 辑，中国社会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０６ 页。 ②《 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 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３ 页。 ③




 韩庆祥：

《 世界多样与普惠哲学———构建引领新时 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 ，《 学术月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 ④吴国盛：《 科学的故事》 ，江苏凤
凰文艺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第 ３ 页。 ⑤赵中立、许良英编译：《 纪念爱因
斯坦译文集》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 ４６ 页。 ⑥ 
 马克

思：《 资本论》 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８７１ 页。 ⑦⑧
 《 马克


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２ 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６、３７、３５—３６ 页。
⑨韩庆祥、黄相怀：《 为人类对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 ，《 求是》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⑩《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１１ 页。 
《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４０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 ２８９ 页。 
 习近


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 普惠哲学” 由韩庆祥首先提出并予以系统论证的。 详

见韩庆祥：《 世界多样与普惠哲学———构建引领新时代发展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 ，《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９ 期；韩庆祥：《 论普惠哲学》 ，
《 江海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详见韩庆祥：《 论普惠哲学》 ，《 江海

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习近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

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 求是》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韩庆祥：《 战略

辩证法：当代中国发展的哲学基础》 ，《 人民论坛》２０１７ 年第 ３４ 期。

正义、民主、自由” 的“ 共同价值” ，是人类命运共同

责任编辑：思

齐

体思想 的 价 值 逻 辑。 因 此，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Ｙａｎｇ Ｊｉａｎｐ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ｐ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ａ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ｒｕｌ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ｃｉｖｉ⁃

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ｄ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ｃｏ－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１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