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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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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马恩经典共同体思想的新贡献”主题论坛现场 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夏立 实习记者 陈炼)近日,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政法学院联合主办,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2019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

究论坛在上海政法学院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习近平总书记对马恩经典共同体思想的新贡献”。中共上海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炯、上海政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刚分别致辞。开幕式由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书

记徐俊峰主持。

    徐炯指出,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是上海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重

要举措,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许多标志性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上海重要的一个学术品牌。本次论坛

以“习近平总书记对马恩经典共同体思想的新贡献”为主题,正当其时,意义重大。第一,马恩经典共同体思

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思想底色。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解决

人类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徐炯表示,上海专家学者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在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知行合一、

学以致用上下功夫,为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刘刚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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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国际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思想已经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的文件,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真理力

量。本次论坛必将对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来自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上海对外贸易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电机学院、上海青年

干部管理学院、上海政法学院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文汇报》等高校和杂志社的专家学者30余人

参加了研讨会。

    开幕式后论坛进行了主旨发言。南京大学资深教授林德宏、上海财经大学汪青松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王

岩教授分别围绕“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智慧”、“为世界谋大同与中国国际价值观”、“为世

界谋大同的若干思考” 等主题作主旨发言。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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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灿主持主旨发言并作点评。

    林德宏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智慧:第一,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抓住了当前国际经济形

势的主要矛盾。第二,用相互联系的思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第三,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互联系

与相互促进的观点,强调当前的国际社会应该要协调,要合作。第四,根据共同发展的思想,提出了“共赢”理

念。

    汪青松从初心、价值观、理想三个方面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他认为,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论支撑是党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第二,世界史作为世界共同体的演变,它客观上对应的是国际价值观,包括

世界价值观和人类价值观两个方面。第三,中国梦和世界梦都建立在人类共同命运的基础之上,中国梦、世界

梦的实现也就是为世界谋大同。

    王岩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要培育大胸怀、大视野、大格局、大气象、大境界,自

觉地担当起为世界谋大同的神圣责任。因此,要承继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坚守为人类社会发展

作贡献的价值取向,强化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实践过程。

    李明灿点评表示,三位专家的主旨发言聚焦为三个观点: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产生的经济根

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习近平同志的辩证思维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对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属于国际价值观。

    交流发言环节15位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马恩经典共同体思想的新贡献”开展深入交流与探

讨,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交流思想,碰撞智慧,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交流发言环节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由《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编辑姚涵主持。交流发言环节的第二阶段由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杨华副教授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玉华教授提出了几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

基础如何做到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做到让全世界认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如何超越西方

的“普世价值”?如何理解为世界谋大同从本质上区别于霸权主义?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章忠民教授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托世界历史的现实客观基础,

是针对资本带来的不合理、不公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问题、眼下与未

来的关系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它从理论层面破解了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杜仕菊教授表示,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具备崭新的图像:现实的

人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区别于旧哲学的逻辑起点,劳动实践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生存之基。它为人类命

运共同体提供了指导,使我们在主体、客体、主客体维系纽带等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化。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志丹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提升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尤

其是国际话语权意义重大。该理论从硬实力、大智慧、正价值、好话语四个角度加以了阐释。

    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院长王治东教授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变革逻辑和内涵建构两个层面阐述了这一

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她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确立新的治理高度和重构全球治理秩序。其核心   架构为

共同的价值目标与利益诉求、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意识能力和认知基础、理念和行动能力。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文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生存论的视角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表

示,二者在人是生存的主体、实践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根本路径、强调人类的共同发展本质等内涵上具有

一致性。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鹏教授从“内圣”和“外王”两个角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

具备两种实力八个支撑:第一种实力要有先进生产方式、先进的历史主体意识、先进方法论、先进国际领导

力四个支撑;第二种实力要有博弈范式、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的分工四个支撑。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邱杰副教授分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五重价值意蕴:

超越资本逻辑的多元共治的全球治理观、超越强国必霸的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观、超越零和博弈的合作共赢

的共同利益观、超越文明冲突的包容互鉴的文明平等观以及超越个体中心主义的绿色发展的生态持续观。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何益忠教授做了点评。他认为八位专家的发言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依据、理论基础、意义价值、构建路径。八位专家角度不同,优势互补,共同搭建起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陈晓和教授基于对立统一视角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共同体思想的新贡献。他认为,习

近平总书记最大的一个贡献即强调统一性,求大同存小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人

与自然。

    上海对外贸易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赵勇教授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

对“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予以回答的中国方案,包含了发展方案、治理方案、文明方案、和

平方案。它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的话语体系,任重而道远。

    上海电机学院何小刚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与中国

的哲学和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人必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此外,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具有政治想象力,是因为基于中国的哲学和传统文化。所以我们



必须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来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刘宏森教授提出,资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关键问题。从资源整合的角

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国情怀,中国的发展不是威胁而是福音。人类命运共同体需

要全球治理的思路和实践,谋求资源合理配置,共同发展。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书俊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基于人类面临共同的社会

存在问题,要树立正确观念和理念,兼顾彼此利益,要致力于共生共融共治共赢,要区分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

共同体,更加理性去分析。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森年教授在探寻共同体思想意义的基础上,张森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精华,其创新和发展表现有三:一是话语体系的智慧转换,二是话语内容的当

代阐释,三是话语方案的文本搭建。

    上海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焦娅敏教授表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点,时

代之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

价值指向,它与党的奋斗目标相一致。

    文汇报理论部主任杨逸淇进行了点评。他认为,七位专家的发言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注入了更加丰富的

时代性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写进联合国决议说明我们在国际上有效夺得了话语权,这也是我们文化自

信的一种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实践性,我们要从“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与世界的

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徐世甫作了会议总结发言。他表示,与会专家围绕论坛主题从人类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核心要义、构建路径、以及与其他理论资源的关系等四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思

考,内容非常丰富,给我们奉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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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网】44载热情如初 书写传奇教育 (/news/32765?important=0&category_id=)

 《山东商报》：“你们是学校的小苹果” (/news/32750?important=0&category_id=)

 《上海科技报》：改变思维 (/news/32536?important=0&category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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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网】上海书展现场讲述老品牌故事 现学"箱底货"估价技巧 (/news/32507?

important=0&category_id=)

 《乌海日报》：立足优势 创新驱动 (/news/32449?important=0&category_id=)

 【中国家电网】卡萨帝携手创客 解困家电设计创新模式 (/news/32438?important=0&category_id=)

 《新闻晨报》：华东理工大学生暑期到无锡实地创业实践 (/news/32414?important=0&category_id=)

 【无锡新传媒】大学生暑期公益活动 社区、城管打开绿色通道 (/news/32430?

important=0&category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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