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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正陷入新冠肺炎战“疫”之中，人类在公共卫生健康安全领域已经命运与共。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是对世界各国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共同责任的鲜明倡议，为合作打赢新冠肺炎战“疫”及发展完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指
明了正确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众多国家应对国际问题、共谋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准则。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完善和生动体现，彰显着中国担当、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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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及生活生产活动，不仅使全球经济
贸易遭受冲击，而且使许多国家陷入恐慌。这场突发的疫情再次警示世人，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
挑战，重大传染性疾病不分国界和种族，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曾就新冠
疫情分别向多国领导人致慰问电，并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赢得了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
的认可与支持。以邻为壑换不来独善其身，
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才能共克时艰。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全人类共
同的愿望，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各个国家都应担当的共同责任，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1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时代呼唤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面对国际疫情的严峻形势，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现实需要，是正
确认识和应对
“逆全球化”
现象，冲破“单边主义”及其变种，携手共克时艰的必然要求。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为打赢全球抗疫阻击战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选择。
1.1

新型冠状病毒的
“幽灵”在全球飘荡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快速蔓延，使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严峻考验。这场全球危机仿佛将世界带入了长
夜。实际上，
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并非第一次。自冷战结束以后，全球范围内的传统安全问题（比
如核战争、化学战等）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非传统安全问题却慢慢显露出来。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
尔·赫拉利认为，瘟疫和传染病影随着人类发展的脚步，是继饥荒之后的人类第二大敌人。如 14 世纪 30 年
代东亚或中亚爆发的“黑死病”、1520 年墨西哥的“天花病毒”、1778 年夏威夷暴发的“伤寒和天花病毒”、
1918 年的“西班牙流感”，以及 2003 年的“非典型肺炎”
（SARS）、
2005 年的禽流感、2009—2010 的猪流感、
2014 年的埃博拉疫情、2016 年寨卡疫情。[1]7-11 无论哪种传染性疾病都是不分国界和种族的，危害全人类的生
命安全，而且溯源难、扩散快、传播范围广，这更加使得疫情的每一次突发不仅给当地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造成严重损害，更是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和协作机制的严峻考验。
目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其时间持续之长、扩散范围之广、病毒变异速度之快实属罕见。如
果疫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控制，不仅会严重冲击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发展稳定，也会严重危
害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
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危机应对和防疫措施，
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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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调整、完善防控措施和方案，以求防控能够及时、有效。但是，
由于国家制度文化、治理理念、发展程度的不
同，各国选择的防控措施和理念也有差异。中国在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显示出了速度、成效和担当，但其他许
多国家防控措施不当，非但没有有效控制疫情，反而日益严峻。疫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疫情风险预
判不得当，
无法找到有效防控疫情蔓延的正确方向。
1.2

逆全球化助推疫情发酵蔓延
在全球疫情大攻坚阶段，逆全球化浪潮也在不断发酵，其非但对共克时艰无裨益，反而成为疫情蔓延的

帮凶。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全球化是国际社会发展最突出的趋势，其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打破各民族、各国
家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隔绝状态，使世界范围内的交往成为可能，而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发展，全球化展现
出了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众多领域的日益丰富的内容。[2]63 但与此同时，各国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
中，
也催生了生态失衡、国际难民潮、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逆全球化现象随之泛起并不断发
酵。近年来，
欧债危机、英国脱欧等等接踵而至，各种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政策抬头。据《全球贸易预警》报告
显示，
2008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总计达到创纪录的 5 560
[3]
项。 这种逆全球化浪潮正一点点摧毁全球化的发展成果，加剧了诸多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性。
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原因。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的崛起，严重冲击了西方发
达国家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进而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巩固独占鳌头的地位，西方发
达国家竭尽全力采取各种逆全球化措施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就实质而言，逆全球化并非是西方
发达国家真想退出全球化，而是为了捍卫自身利益而竭力抵制全球化趋向的思潮和行为，凸显的是资本主
义国家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具有盲目的排他性。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
先后采取了退出 TPP、
《巴黎
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伊朗核协议》等一系列措施，甚至在新冠疫情面前，美国政府由于淡化疫情
的严重性，
应对迟缓，使得疫情愈加严重而饱受各方争议。面对国际社会的种种质疑，
美国一些官员、媒体不
是寻找自身原因，而是大肆甩锅，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散播“中国制造有毒”的谣言，甚至抛出所谓
“中国赔偿论”
，以此掩盖自己行为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此种种“拒绝全球主义”的逆全球化举动，
美国并
没有真正受益，相反，
而是深深陷入众多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1.3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共克时艰的唯一出路
在全球抗“疫”攻坚时刻，如何快速、高效地控制疫情、转危为机，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参与国际合作能
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受益于全球化的推进，也必须承担全球化
力的考验。世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进程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任谁都不能置身事外。新冠疫情于 2019 年底在
中国集中暴发时，世界各国在某种程度上承受着疫情从中国输入（可能性）的压力，当下，新冠疫情在世界范
围内的多点暴发，则使中国面临着境外输入致使疫情反弹的风险。因此，在重大传染性疾病面前，没有超然
的旁观者，
只有国际合作的躬行者。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中国抗“疫”的显著成效和实践经验表明，应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需要树立命运
共同体意识，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携手同行，充分激活各方资源、力量，形成抗“疫”最大
合力。因此，越是处在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越是需要世界各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勠力同心，共担责
任，
共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才是此次新冠疫情大考的最佳答案。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广泛共识
[4]
“发展是第一要务，适用于各国。”
发展中的问题唯有在发展中才能获得解决。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

主题，
而共同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一方面，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现代化发展，
在
世界范围内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导致世界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深入推进的大趋势下，
两极严重分化只能导致并加剧对立和冲突，而且在“蝴蝶效应”的影响下会形成全球性的负面后果。另一方
面，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趋势不可逆转，生态环境危机、资源能源安全、地区冲突与恐怖主
义、
世界性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与困境表明，人类发展已经触摸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底线，世界各国日益形
成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的滚滚洪流之中，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成为旁观者，不能适应
全球化的国家与民族必将会失去发展的机遇和动力。建立在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西方发展范式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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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世界人民需要重新思索人类新的发展范式，以解决全球性问题、化解全球性危机。面
对共性的现代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解决全球休戚与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
符合时代发展之潮流，符合世界人民之期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世界人民在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和平、发
展、
公平、
正义、民主、
自由”
的共同价值。[5]人们正是基于共同的价值和利益而集聚在一起的。在全球化时代，
国与国之间超越国别界限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不仅存在，而且这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世界多元化发
展趋势下反而变得更加显著。人们面临着共同的世界性困境，如何实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向更加文明的形
态迈进，是当代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当然，不同国家也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必然以自身利益为
行动的基本依据，进而可能呈现价值多元与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兼容开放的姿
态在尊重各国不同利益诉求的同时，通过对话协商在关涉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与挑战上达成共识，实现求
同存异。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内涵和外延也会逐步扩展。[6]
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为谋求新世界秩序的霸权，也不是倡导几个大国主宰世界，更不是
把自己的模式、道路、意志强加给别人，而是始终遵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原则，即主张用互商互谅建立平
等相待的新型伙伴关系，用共建共享营造公道正义的新安全格局，用包容互惠谋求开放创新的发展前景，用
兼容并蓄促进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以绿色低碳构筑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这是中国应时代的呼唤做出的
庄严承诺和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世界勾勒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
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中国立足人类整体利益大格局，
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尊重和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
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倡导在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实现各国包容性发展。[7]
这符合人类发展的需求，有利于实现互利共赢的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承担国际义务，援助或助
推亚非拉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减免有关国家或地区债务、建设“一带一
路”
等举措，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的国际担当与责任感，看到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心、决心和信心。
因此，中国的倡议和行动必然会获得广泛认同。2017 年，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并不断
被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视为进行国际交往、维护国家秩序、应对共性难题、共谋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原则。
3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

[8]182-199
健康具有一种
“先验的重要性：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失去了价值”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
类社会得以发展延续的根本。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敬畏人类生命本性的要求，
这既是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前提和基本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意。
3.1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现实注脚
“共同体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中现实的人在其活动展开中呈现出来的集合体”，
“ 是人存在的基本形
式”。[9]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表明，人只有在一定的共同体内才能实现生产实践活动的展开，进而实现和
发展自身。[10]724 因此，共同体并不是一种僵化的范畴，而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变化的。简要来说，
共同体经历了自然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虚幻共同体、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等三种基本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表征，是共同体范畴在时空上的延展。当今世界，人的卫生与健康问题、生态失衡等全球
性问题日益凸显，成为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使人类的联合行动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卫生健康领域的生动体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化问题凸显，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困境之中。尤其是经济的全球
化受资本逻辑的支配，突破了阶级、国家、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更大范围内带来了全球性的危机
与困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受资本逻辑操控的现代社会，为了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人失去了人之为人
的本应具有的真实，贪婪的野心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取向暴露无遗，人和人之间呈现为一种野蛮的竞争关系。
激烈的竞争所导致的各种冲突进一步引发各种危机和风险，
给世界带来不安和动荡。在现代社会，
不同国家
之间、
同一领域或行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也不断助推着区域冲突、恐怖主义的进一步蔓延。
审视当下，全球性疫情危机正凸显出人与人密切关联的“人的全球化”意蕴。“人的全球化”丰富着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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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的意蕴，不仅凸显经济利益的关联性，更在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领域凸显和证明人的命运
与共。世界各国在人口流动、产品贸易涌动的同时，看不见的传染性疾病等也在快速传播和扩散，不仅使各
地区、
各行各业遭受严重创伤，而且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生命健康安全都带来了恶劣影响。现实再次充分警
示世人，面对全球性问题的暴发，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规避，世界各国处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
体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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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2
因此，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切中了现实发展的要害，抓住了当代人的发展所
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解决时代发展现实困境的密钥和根本要求。如果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发展困
境呼唤的一种新的更符合人类本性的文明形态和发展理念，那么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则是在应对疫情
大考、
增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注脚和生动实践。
3.2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基本追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高级形式，
“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卫
生向度。二者有着共同的着眼点和归宿：立足世界历史视域，倡导共建共享共赢，以人类所追求的共同利益
和共同价值为旨归。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面
临的巨大挑战。在深入全面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诸如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关乎全
人类生命健康和人身安全的重要问题，使守护人的基本健康成为各国的共同责任。树立和坚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针对世界正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挑战和困境提出的中
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无论是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原则，尊重人民的生命健康权，与资本主义社会“以物为本”的发展逻辑完全不同。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重在强调发展是为了“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从此不再受僵死的抽象物所支
配。这是现代化发展应有的基本意义：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目的指向人类整体，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或地区。
因此，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均以全人类的发展为基本价值追求。它
不像自由主义模式那般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12]283 运动。中
国倡导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其目的旨在协调和满足中国和世界
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既要实
[13]
现中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要和世界各国人民携起手来，
“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4

树立科学意识推动践行新共同体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新理念，彰显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为全球治理体
系和发展理念贡献了中国智慧。践行新的共同体理念，
需要辩证把握和科学树立国家意识、国际意识和共生
意识。国家意识、国际意识、共生意识彼此依存、相互支撑。其中，国家意识是根本，国际意识是升华，
共生意
识是纽带，
三者缺一不可。树立国家意识，不是倡导“民族主义”，而是主张热爱祖国的同时，也要有对世界上
其他国家与民族的尊重和帮助。树立国际意识不是倡导“超国家主义”，而是使爱国主义在国际社会得到理
性升华，认识到国家利益与世界各族人民利益存在共通性和某种依存性。树立共生意识不是一味追求共存
利益、
无原则退让，而是主张谋求自身繁荣发展、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去对待世界各国，实现
共同发展。这既是扬弃逆全球化的发展思维，真正在增强主人翁责任感、
结成发展合力中打赢疫情战“疫”的
指针，
也是推动践行新共同体理念的现实要求和应有之义。
4.1

树立国家意识，增强应对公共事件的主人翁责任感

人人爱国，方能建设好国家，而国家的强大稳定才能够让个人更好地创造家庭的幸福。任何个人或民族
都置身于特定的政治制度中，个人、民族和国家往往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国家贫弱，
其民必辱；
国泰则民安，国强则民富。国家是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维护个人权益不受外部侵害
的重要庇护所。因此，爱国作为一种朴素的情感，是人们出自对自己国家的热爱，而自觉产生的一种社会责
任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最终体现在报效桑梓、保卫国家、振兴祖国的奉献行动中。爱国更是一种各国人民普

第4期

刘菲菲，张悦：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现实意蕴——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

29

遍认同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义务，是人们不约而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当国家需要人民的支持与配合时，人
们自觉地以行动响应国家的号召；当国家遇到危机、危难时，人们自觉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迎难而上。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也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做出重要
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的势头。我国多个省份相继启
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举国上下闻令而动，一致抗“疫”，取得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阶段性胜
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战“疫”中表现出来的中国速度、中国规模和效率表示高度赞赏，认为“这
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14]。突发性公共事件暴发后，关键在于怎样及时有效地采取
行动去遏制。这需要树立国家意识，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增强人们对其所属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制
度、
国情等的认同感，进而增强人们的国家主人翁责任感和归属感，形成应对公共性危机的强大合力。
4.2

树立国际意识，
结成突破发展困境的强大合力

国际意识表征着公民责任与道义密切相连的价值理念，言说着世界人民命运相关的共同体存在方式，
因而是对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趋势的理论要求和现实表达。因此，面对全球性发展危机或困境，
唯有立足世
界历史的大视野，树立国际意识，清醒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同属“地球村”、共用“一片天”，才能以开放的国际
理念有效应对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发展难题和挑战。树立国际意识，其特点在于国际意识强调的对世界其
他国家的关注并不是一种单向的认知，而是一种关乎本国与世界发展的双向意识。一方面，每一国家都是地
球村的一个分支，其繁荣发展会对世界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另一方面，该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发展实践也必
然会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这是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树立国际意识，培养国际视野，明确自身国际地
位，
随时关注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理性正确分析和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
全球化进程的新时期，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愈来愈频繁，任谁都不能脱离全球这个共同体而单独发展。可以
说，
任何一个国家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一场“蝴蝶效应”，波及世界各国；相反，任何一个国际问题也可能影
响某些国家的发展。因此，拥有国际视野，全方位积极主动了解国际事件，结合本国实际合理定位自身在世
界舞台中的角色，
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战略以争取最契合的利益，是树立国际意识的最终目的。
眼界决定境界，格局决定结局。树立国际意识，要求我们高瞻远瞩，用开阔的视野和胸怀来思考发展中
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中，全球性问题越来越突出，而精准、快速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一个，
即，
在国际合作中共享发展的智慧，共建美好生活。因此，树立国际意识是理性客观评价国际问题，促进各国
互通互惠、
谋求共同发展的现实要求。
4.3

树立共生意识，
迈向包容共赢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同舟共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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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
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这不仅表明了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共建共赢的理念，
而且也反映出共生意识应是当前各国共同的遵循。
共生意识是对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形象表达。共生原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
的紧密互利关系。因此，共生概念是对彼此成为利益攸关方状态的概括和表达。共生现象不仅存在于自然
界，
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国与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单个国家与整个世界之间都呈现
为一种共生关系。双方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共生关系，
关键在于双方间有共同的利益，能够彼此成为命运攸
关方。抗击新冠疫情是最直接的说明。中国政府秉持公共透明的原则，围绕疫情发展、防控措施、
诊疗方案和
科研攻关的信息，与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沟通，让国际社会及时、准确了解中
国疫情现状和抗“疫”所取得的成效。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所持的公共透明的态度，不仅得到世界卫生组
织的认可，也获得多国专家的肯定。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强调：
“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
[15]
时，与世界卫生组织始终保持着密切合作。”
以色列病毒学和免疫学教授乔纳森称赞道：
“中国很快与国际
社会分享了这次疫情的相关信息，让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机构专家，及时了解这对于遏制传染性疾病至关
[15]
重要。”
因此，
自觉树立共生意识，正视国与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理智看待国际社会中的竞争与合作，

秉持责任担当，才能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自觉化于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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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蔓延的新冠疫情再次给全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应对危机或突发性事
件的历史。一次次危与机的转化，都在言说着天下一家、人类命运与共的故事，并以此反复警示着世人。在现
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新时期，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并成为广泛共识，这是历史发展使然。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不仅是面对疫情的一次倡议，还是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
生动阐释。因此，它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要求，也是各国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努力方
向，为世界迈向新的文明形态提供了中国智慧，必将释放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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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Connotat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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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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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is in the midst of the “epidemic”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war, and
mankind has shared a common destiny in the field of public hygiene and health and safety.“Building a commu－
nity of human hygiene and health”is a clear initiative fo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 maintain common obliga－
tion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and safety, which points out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cooperation to win the“epidemic”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war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global hygiene governance sys－
tem.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and norm for in－
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many countries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seek common development.“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hygiene and health”is enriching, perfecting and
vivid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demonstrates Chi－
na’s responsibility and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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