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
下
世
情

唐
雲
松
：
危
機
、
共
生
、
重
塑

９９

摘  要：突如其來的疫情導致了全球特大公共衛生危機，世界經濟因疫情造成的暫停和重啟受到巨大損失，並

演變為全球政治危機，衝擊著世界秩序。反思防疫應急危機的全球治理，由於各國體制、商業、文明之間差別

性，疫情防疫抗疫選擇方式不同。人類文明與災難史表明人與自然發展呈現人口和生產力之間的變化規律，科

技相對論揭示當下科技、制度不能令人類免疫，對抗、脫鈎將導致戰爭。人類文明需要精神文化指引啟蒙，中華

傳統文化提供了天地萬物一體智慧力量，體育健康向上和奧林匹克具有團結、和平、人文、持續的力量。2022北
京冬奧會時間節點是全球共渡難關、經濟復蘇、文明重塑的最好詮釋與貢獻，我國將搶佔科技、道義、文化制高

點，貢獻中國和諧共生的世界方案，共同重構全球寬鬆彈性供應鏈，重塑更健康全球化，在互學互鑒互諒中消除

隔閡、重新相連、合作包容、多元共治，共生融合滿足多邊利益訴求，實現人類文化、文明、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

之路。

關鍵詞：疫情危機；全球治理；冬奧會；共生融合；文明共贏

匹克運動倡導的團結、和平、尊重精神，擁有包容

和融合經濟、文化、社會和政治方面功能將得到凸

顯[2]，成為解決這場危機和分化嚴重社會的粘合

劑、有力手段和整合工具，具有獨特平衡和緩衝作

用，這使得行走在疫情和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復賽

之間的2022北京冬奧會時間節點，將會成為世界
各國展現疫情後國家復興能力、國運昌盛的舞台，

這使得各項冬奧會承辦工作具有非比尋常的意

義。

一、生命、家國、關懷： 

彰顯天地萬物一體的中國智慧

疫情挑戰著、考驗著中國智慧和胸懷，也把

整個中國社會真實狀態在一定意義上呈現出來。

防疫過程體現了傳統文化的民本思想、天下理念、

應時而變、勉力擔當的智慧價值，滲透著國家抗疫

決策、綜合實力和高度理性自覺行動的大國智慧

和擔當。領悟先賢智慧，觀察疫情世情，通過國際

間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達成道德踐行建構與和

危機、共生、重塑
──疫情危機思辨與冬奧文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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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特大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在全球多點
爆發，其傳染性、蔓延速度、覆蓋範圍及嚴重程

度，是人類百年一遇的公共衛生危機事件，給世界

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引發人類從健康權到生命

權，從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從產業鏈到國際經

濟關係等多重危機 [1]，世界歷史會因疫情重新書

寫。防疫凸顯了中西文化與社會對疫情的不同看

法，中西制度的做法不同，人民想法的不同，防疫

政策不同，效果不同，疫情防疫常態化使人們的生

活方式、消費方式、消費心理發生巨大變化，全球

又一次站在了開放與合作，封閉與脫鈎選擇的歷

史十字路口。如何消除因疫情帶來世界隔斷危機，

使世界重新相連，滿足全球公共安全、協同治理和

多邊合作需求，防止全球極端民族化衝突風險，世

界因疫情而重塑。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奧

委會等各類國際組織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獲得更大

的發展空間，體育具有改變世界的力量，以及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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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世界成長[3]，解決關係人類面對災難的生存危機

和難題。疫情只是世界一體性、連續性、萬物相互

作用與影響的一個交叉點，提高認知智慧，拓展生

命維度，發現疫情病毒將於人類長期共存、共融萬

物一體的新常態，世界互聯互通、萬有相通，疫情

傷害人類生命安全，任何國家不能獨善其身，以此

類推以至無窮[4]。回望我國五千年文明史經歷過

無數的磨難和危機，中國傳統文化就是融匯的天

地萬物一體之仁歷史智慧，成功化解危機實現超

越艱難的歷程，致良知從百事艱難中來，面對全球

公共衛生危機，中國智慧為世界提供解決公共危

機化解危機、解決問題、走出困境的借鑒方法。

我國從防疫抗疫到復產復工體現了傳統文化

深層精髓，以家國同構的治理模式，體現了關愛生

命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

則，天地之大德曰生，深刻闡釋尊重人權，人民生

命和身體健康重於泰山，憑藉著世所罕見的周密

布置防控力度和救治速度，挽救生命，不計成本，

堅決採取隔離、封鎖、限制遏制了疫情蔓延，彰顯

了生命無價情懷；體現了注重家國情懷、守望相

助，上下同欲者勝，社會各階層、各行各業迅速投

身防疫行動，擴大衛生保健領域的安全網，加大醫

療保健服務，眾志成城、敢於擔當、團結奉獻、同

心協力、共克時艱；體現了自強不息具有極強的自

我修復和自力更生能力，自助者天助之，人本善念

天必佑之，倡導人民心中有良知，行為有擔當，人

心是價值選擇，價值觀念是道路選擇，按天理特

性塑造人性，向內心學，德行善行，使心靈找到安

頓之法，向外天命天理，道心化解世道人心[5]，呈

現出變通達久的智慧和自強不息的活力，創造了令

世界驚嘆的中國速度、中國效率和中國奇蹟；體現

了協和萬邦、山川異域，日月同天的人文關懷，疫

情病毒是全人類的敵人，在做好本國疫情防控的

同時，為全球構築更好的醫療保健系統，分享防疫

資訊和提供人道援助，為全球抗擊疫情貢獻智慧

和力量，肩負起了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6]。我國

在防疫中注重防疫常態化與生產正常化均衡，穩

定恢復經濟，宏觀定向免徵增值稅、定向財政補

助、投放流動性的有效性，構建以民生為導向、科

技創新的內循環基礎，逆周期調節外循環，依托經

濟中國文化包容並蓄龐大綜合體，世界看出中國的

氣質和力量，國人找到極具歸宿感的文化自信。

二、危機、破壞、影響： 

衝擊原有世界秩序的合作模式

疫情病毒本身所具有人際的傳染性，人類生

命安全和健康面臨威脅，為遏制疫情擴散而採取

人流、物流的限制，引發世界社會運行多次隔斷、

暫停和重啟，重創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影響著人

們的健康生活習慣、消費習慣和生活方式，經濟社

會遭遇供給和需求兩側衝擊，居民消費下降，生

產與商業出現嚴重下滑，對交通運輸、餐飲、旅遊

住宿、文體娛樂等以基於人流為商業模式的服務

行業的就業形勢造成嚴重影響[7]，就業和收入持

續遭遇嚴重衝擊，需求波動使經濟萎縮衰退，導

致財政赤字擴大和財政收入銳減，投入產出CGE
模型顯示衝擊GDP[8]，國際投資與貿易大幅萎縮、

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世界經濟深度

衰退，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產業鏈中斷和

轉移，封鎖使供應鏈和價值鏈遭遇挑戰[9]，全球的

生產與交換因疫情暫停和重啟的破壞面與破壞力

相當於一次世界大戰，從自由分工與交換模式，退

化與分割地區經濟模式。疫情對世界經濟產生重

大影響，並從實體經濟、貿易上摩擦傳導至金融領

域，經濟周期衰退規律若隱若現，利益再平衡不穩

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疫情引發問題有時比疫情本身影響還大，是

對人類社會一次嚴重損傷，也是對各種資源的一

次大消耗。誘發、引發政治、經濟和社會諸多問

題，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

風險上升。新冠疫情由公共衛生事件上升到貨幣

和商品流動循環受到嚴重阻礙的經濟事件，上升

到防疫和經濟平衡的政治問題，加速當前國際關

係格局的重大重塑，衝擊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價值

觀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安全體系，美國和歐洲原有

國際秩序轉型的權力轉移和快速的技術變革導致

的實力受到挑戰的焦慮和不穩定因疫情引爆。歐

盟因英國脫歐、歐俄對立、難民政策以及各自為政

抗疫加劇內部矛盾；美國優先利益至上的單邊主

義、強制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衝擊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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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危機和大國競爭加劇[10]，全球呈現出發達

國家、新興國家、中俄的權力結構和競爭風險加

大，地區制度博弈日趨激烈、國際制度體系動蕩，

全球化與逆全球化觀念、自由主義價值理念陷入

危機，暴露美國主導下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弱點及

其治理能力的局限性。

三、競合、秩序、重塑： 

凸顯中美大國博弈的國際格局

隨著中國崛起，美國為了維持霸權，將疫情政

治化[11]，激起大國間權力競爭回潮，使國際秩序

和世界和平穩定受到影響，中美關係已成為大國

關係中最為重要也最為複雜的雙邊關係，表面是

貿易、中層是領導權、深層是體制競爭。體制中的

決策機制、糾錯機制、信息機制和效率將決定雙方

走向，直接影響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這加劇

大國戰略競爭演變呈現複雜化與常態化，2020年
成為中美兩個大國的博弈新冷戰時段，這年是我

國一帶一路執行第五年的國家影響力快速上升，

建黨一百年進入小康社會的收尾階段，也是美國

大選之年，涉及到經濟成果和政治成果保留問題。

美國把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全力遏制中

國，逆全球化和去中國化持續發酵[12]，金融上股、

債、匯、房多殺巨震，在意識形態上展示不理性言

論，太多詭異元素，只是為了轉移視線，挽留政治

上的損失和文明中心轉到東方的心理失衡，從個

別領域的脫鈎到大脫鈎曠日持久、痛苦危險，脫鈎

速度和強度超出想像，涵蓋前沿科技創新和關鍵

經濟驅動機制、世界經貿出入接口線路，涉及一帶

一路、生存資源、網絡安全以及領海領土等核心問

題。中美大國碰撞、競合、博弈，受大變局時代背

景、新政治樣態、對華政策轉變、大國競爭等內外

因素的影響，具有長期性、不對等性。保持大國衝

突的適度性，維持大國秩序的開放性，倡導大國關

係的公平性，在全面競爭的時代保持和平、穩定和

長期的發展 [13]，保持改革開放人口紅利、改革紅

利、和平紅利成果，避免全面脫鈎導致的戰爭。

疫情是一個全球問題，跨越國界，需要中美

兩個大國協作引領，與國際組織一道，中美共治全

球疫情控制，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現代化

治理，攜手為健康明天塑造全球衛生的共同安

全，團結合作各國人民合作抗疫是戰勝疫情最有

力武器和人間正道。在防控本國疫情的同時，推

動全球努力共同遏制新冠病毒傳播，拋開過去因

貿易糾紛以及近期因新冠疫情產生的分歧，摒棄

對立、對壘、對峙，推責和脫鈎只會破壞全球合作

抗疫的努力，破壞命運與共的共識，破壞守望相助

的家園[14]。防疫與合作力度考驗著人類對歷史、

對生命、對未來的道德和良心，偉大的國家成就

偉大的事業，兩國攜手合作可實現在科學和公共

衛生、信息共享、公私部門倡議等多個領域開展合

作。

四、差異、比較、變革： 

互鑒中西防疫危機的全球治理

反思世界從未經歷過由全球疫情大流行引發

的經濟政治危機，全球化一直注重經濟增長速度，

忽視質量，人與自然不和諧引發環境問題、氣候變

化甚至公共衛生危機以及人類文明內在的、智力

的、意識形態的疾病、社會的分裂。新冠疫情在全

球肆虐的事實提醒人類儘管在經濟、科技方面取

得了巨大進步，但仍無力對突發的傳染性疾病或

全球危機免疫；人類的理性和先進技術不足以保

證實現幸福，人類文明需要精神層面的指引和啟

迪，也需要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伙伴關係，凝聚和

融合社會力量。

全球化時代各國疫情防疫的多樣性差異選

擇，涉及到重要問題就是文化誘因，而文化影響政

策和施政。人類歷史印證文明發展並非只有一種

或一個模式，在文明之間、國家之間、商業之間，

思想觀念的不同、價值觀念的不同、文化底蘊的不

同、認知文明的不同，其呈現人口和生產力V字形
上升和前進曲線，人類與馬爾薩斯陷阱之間的人

口和生產力失衡的邊緣會因戰爭和瘟疫而修正的

循環怪圈。科技相對論揭示不同防疫應對只是代

價不同而已，代價是綜合內容，不能用一種單一指

標去簡單衡量。追溯到人類文化文明和災難史，中

國農耕文明的水患災難危機，應對就是面對大災

大難大禹治水體現集體主義、集體力量和群體智

慧，文化體現出緊文化特徵，現實就是全社會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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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配合政府的治理應對模式，中國政府符合民族

性格的施政方法，民眾的文化基因，與政府防疫抗

疫良好互動和效果。中國的舉國體制在疫情防控

中既展示了特色，又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各國國

情不同，不可能按中國模式「抄作業」。歐美文明

是小國寡民城邦文明，對災難的表現心裏鞭策和

贖罪，行為表現為自然災難躲避，文化體現自由鬆

散特徵，各國文化與國情不同現實防疫不同。歐洲

歷史上人口激增和經濟繁榮期經歷了安東尼瘟疫

結束了古羅馬帝國黃金時代，但為塞維魯王朝種

下開啟軍事立國基因的嶄新局面；查士丁尼瘟疫

毀滅了拜占庭帝國的中興盛世，卻為阿拉伯征服

地中海創造奇蹟，黑死病大災難使人口減少1/3，
帶來整個歐洲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和500年的社會
輝煌，災難過後是人類高光時刻大的反彈，這時民

眾開智開始求真探索、人文主義、社會階層重新分

配、勞動生產率提高、降低資本利率刺激了技術和

科技創新，帶來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疫情就像一

場森林大火，它既是災難也是機遇，它既有毀滅也

有催生，不同的應對之間孰優孰劣也並不是我們可

以一目了然的事。經濟全球化也並非傳統文明跟

上或者加入現代文明的過程，而是一個不同文明

在各自現代化發展路徑上交匯互動的過程，各種

交匯互動需要各種文明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基礎上

互相尊重，互相借鑒，認識現實既要遵循疫情防控

的普遍性，也要尊重各國的差別性。但科技革命、

經濟全球化、國際產業鏈，這些都是人類文明的

進步結晶，疫情會影響發展節奏、調整形式或有

新變化，合作與發展、維護正常公平的國際秩序仍

是世界發展的大方向[15]。

五、和平、人文、持續： 

蘊含奧林匹克精神的核心價值

世界處於一個充滿不確定的特殊時期，存在

改變或被改變，體育被視為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推

動者，成為人類面對疫情危機的世界希望的燈塔

和隧道盡頭的明燈，國際奧委會與世界衛生組織

剛締結諒解備忘錄，將發揮國際組織協同合作，激

活世界交織中奧林匹克獨特可持續發展、廣泛與

團結、整合與多元和自治與善治的組織價值使命，

把和平友誼作為基礎，以人為本倡導人類熱愛生

命、信心勇氣、尊重友誼、和平美好、團結協作、公

平競爭、反對戰爭、反對無秩序和非理性力量的奧

林匹克精神[16]，促進人的身心社會道德全面發展，

促進容忍和尊重，並對健康、保健、教育和社會包

容等目標作出貢獻[17]。

國際奧委會利用因疫情延期的東京奧運會、

許多賽事暫停時段，面對疫情之後衝突和變革的

不斷升級，聯合國、國際奧委會積極推動奧運會的

相關改革內部治理危機，將「可持續」正式納入全

球體育政策框架，提高公信力、發展可持續和培養

青少年 [18]，逐步降低辦賽難度，注重節省辦賽成

本，減少奧運會超大規模給主辦城市生態環境負

擔[19]，讓奧運會瘦身龐雜與複雜的結構屬性，增

強奧運會存在度，降低生存危機。奧委會實施人文

奧運會作為一項全球性的社會文化活動，解決這

場危機的有力手段，可持續性加強與各種體育運

營組織的互動合作、增進奧林匹克運動與社會的

溝通動力與保障，增強人們信心，體現人類自然和

本質的共同語言、行為準則，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相互促進的價值觀念與話語體系得到廣泛認同
[20]，超越了民族、文化、宗教和政治的最恰當的媒

介，促進人類健康快樂、文明進步、文化繁榮、科

技創新、經濟騰飛、社會發展、世界穩定的重要元

素[21]，在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是最具集合

性的可持續發展體現平台，這種作用在原本已經

分化嚴重的社會中將顯得更為重要。

現代奧運會發展歷程曾遭遇多次突發大事件

危機，1940奧運會和1944奧運會兩次因戰爭而取
消；1964年東京奧運會開幕前出現的霍亂病毒疫
情、1998年長野冬奧會期間爆發的流感疫情、2010
年溫哥華冬奧會期間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疫情及
2016年里約奧運會期間的寨卡病毒疫情曾影響奧
運會舉辦[22]，2020年東京奧運會首次因疫情而推
遲舉辦。每次危機都通過革故鼎新成為國際奧委

會成長的新起點，經過奧林匹克營銷使瀕臨破產

奧運會富可敵國，最近奧林匹克2020議程的最新
治理，在日益開放的世界體育新格局中，位於社會

網絡中心地帶的國際奧委會，實施開放創新自治，

營造多元主體協同共治，發揮奧林匹克運動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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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帶的功能，懷揣著包容人類多元性美好的願

景，搭建聯結世界的舞台，成為疫情危機中保持

希望、樂觀、團結和所有多樣性融匯在一起的偉大

象徵[23]。促進進一步溝通各國人民相互理解、維

護世界和平發展，爭取不同社會、政治、宗教或文

化背景的參與，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國際社會運

動，促進對自然環境的保護、科技進步，超越政治

以及其他不利外在因素範疇，消除歧視敵意。

六、標誌、融合、創新： 

呈現北京冬奧盛會的文明成就

全球正在集中科技力量全力衝刺新冠肺炎疫

苗研製與疫情控制進行時間賽跑，搶佔科技制高

點和道義制高點，2022北京冬奧會面臨著世界能
否控制住疫情病毒繼續蔓延，還有國際政治環

境、國內外經濟狀況與國際奧委會及其他利益相

關者之間的關係[24]，這使防疫常態化下的冬奧承

辦工作面臨著巨大挑戰。北京冬奧組委會密切關

注東京奧運會延期等對承辦造成的不確定性、不

利影響，及時綜合評估疫情對北京冬奧會帶來的

影響，建立面向冬奧會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應急

響應體系，持續與國家衛生主管部門合作，制定疫

情防控計劃和應急預案，做好試驗事件的準備，

同時嚴格落實經常性的疫情防控措施，繼續加強

與IOC、IPC和IFS的溝通，討論各種可能的場景，
制定替代方案，進行所有必要的測試。考量因疫情

後如何兌現申辦承諾關鍵領域、評估城市能力標

尺、履行主辦合同賽事交付的籌備進展、組織運

行、預定安排、順利辦理、成本管理、贊助商權益、

大眾關注度[25]，統籌規劃、確保賽事交付任務的

完成，營造良好的國內國際冬奧會形象與氛圍[26]。

冬奧可持續與遺產涵蓋了城鄉環境建設、大氣污

染治理、生態保護，創造豐厚的冬奧遺產，讓冬奧

籌辦融入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籌辦成果造福民

生。

北京冬奧會也將作為一張新名片，是世界各

國展現疫情後國家復興能力、國運昌盛、東西方文

明融合的重要舞台，是全球走向恢復和振興的最

好詮釋與貢獻的標誌性歷史節點活動，成為推動

作為溝通各國、尊重多元、交融互鑒的人類命運共

同體重要載體，促進世界團結合作、共渡難關、擺

脫災難、經濟恢復、相互諒解、文明互學互鑒，體

現我國全面參與全球治理的全球視野與歷史擔當
[27]。在獨特的中共建黨百年、全面小康收官之年的

時間節點，傳播中華優秀文化重要契機，滿足人

民對冰雪美好生活嚮往的強力助推器，也將成為

世界觀察中國窗口、研讀中國良機，才是北京冬奧

會的核心追求和核心價值。

2022北京冬奧會在跨界整合思維模式下發
展，展現奧林匹克治理、全球治理與我國經濟發

展、社會穩定、生態環境、制度治理、文化文明的

目標高度契合。舉辦一屆精彩、非凡、卓越的北京

冬奧會，冬奧是綜合系統工程，將使我國奧林匹克

運動從2008年夏奧會到2022年冬奧會的雙奧之城
延續傳承和冰雪運動全方位科學化、標準化、規

範化系統提升過程。冬奧會將成為美輪美奐的中

華民族民俗文化節慶與冬奧會冰雪文化人類文明

相聚的盛會[28]，北京作為雙奧之城將展現百年冬

奧文化與長城文化、春節文化、民族冰雪文化多維

度深度融合的中國畫卷，通過冬奧會文化中最有

效、最經濟方式、最引人注目部分儀式，通過冬奧

會講述悠久歷史文化衝突、融合、共生的中國故

事，通過冰絲帶、雪如意等冰雪場館建設來傳遞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通過首鋼工業園區改造，貢獻

奧林匹克對城市的工業遺存改造，通過水立方到

冰立方、鳥巢冰雪開幕等體現奧運遺產的借鑒利

用，貢獻給當今世界的民族冰雪文明繁榮、中國治

理模式和中國共生智慧集中展示舞台，傳遞著中

國人民對世界文明和奧運文化的理解，促進我國

與世界更緊密地協同創新融合[29]。同時弘揚奧林

匹克的人文精神和平思想，融合我國傳統文化中

以人為本的和諧發展價值取向[30]，共同面對處理

現代社會發展的自然生態環境、人文社會環境和

人類發展所面臨的多種災難困難問題，以中國文

化與奧林匹克文化獨特方式提供解決人與自然因

不斷超越引發的人文危機[31]。把因疫情帶來危機

暫停的世界重新相連，消除隔閡，合作對抗人類共

同疫情敵人，塑造更健康全球化，防止全球產業鏈

去中國化的風險。貢獻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為發展理念，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實踐基礎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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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方案，積極維護世界政治經濟的穩定運行，通過

治理改革推動國際經濟秩序向文明進步合作共贏

升級[32]。

結束語

疫情過後帶來新平衡機遇和新挑戰，依仗世

界穩定和向上經濟環境，只有知行合一，而天地萬

物一體之仁與奧林匹克人文精神將是使人堅定、

智慧、更加勇敢走向文明最好途徑的箴言，運用中

國智慧、中國方案、體育力量、奧林匹克精神連接

一切進步和平力量，重建一條絲路、兩個通道，佔

領利益、道義、文化、科技智慧和實體經濟的制高

點，螺旋向上，才能獲得良性持續發展。還需在這

個非我所願的複雜混沌的危機時刻，考驗超脫於

自我的善良和慷慨，展示自己最好的品格和行為，

與健康智慧和風度同行，在災難和危機下的戮力

同心，轉變人間心境，洞察和覺醒，在經濟發展不

斷探索、奮進和血汗，在資本市場暗潮湧動中的運

籌帷幄，在經濟和外交的縱橫捭闔和勾心鬥角，持

續神州華胄的艱苦奮鬥，對外貿易和中國製造的銖

積寸累，更需各行各業爝火微光的勤奮奉獻。才能

真正應對世界危機，實現不同文明平等對話、和諧

共生、合作共贏、協同創新、面向未來、和平發展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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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is is, Symbiosis and Remodel l ing: 
Re f l ec t i on on t he COVID -19 Ep idemic 
Crisi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Winter Olympic 
Civilization

Tang Yunsong(Depar 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verse choices of countries 
as to what means and approach to adopt to prevent 
and fight the COVID-19 epidemic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obtaining tremendous public health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has suffered massive losses 
as economic activities were largely put on hold 
before being resumed on a generally limited basis. 
Furthermore, the pandemic has expanded into a 
global political crisis, impacting the cooperation 
model of the globalized liberal order. By reflecting 
on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coping with this 
crisis, one can see the importance of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of and respect for 
th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businesses and 
civilizations.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disaster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creates a V-shaped 
curve as a fun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s 
and nature. The fact of the relativ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eals that human beings are not 
immune from the ill effects of technologies and 
systems, as is true today, and that confrontation 
a n d d e c o u p l i n g w i l l l e a d t o w a r. Hu m a n 
civilizations need spiritual and cultural guidance 
and enlightenment,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ates everything in heaven and on ear th. 
Sports foster healthy and energetic individuals, and 
the Olympic Games are endowed with the power 
to forge unity, peace, human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promises to 
be China’s best contribution for the world to help 
tide over pandemic-related difficulties, intensify 
economic recovery and reshape civilizations and 
should thus occupy the high ground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oral ity. We 
should commit to proposing this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global scheme as a way of jointly 
rebuilding the loose and f lexib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reshaping globalization to bring it to 
a healthier state. Moreover, we should eliminate 
misunderstanding, resume connectivity, pursue 
cooperation and inclusiveness, exercise pluralistic 
joint governance, as well as promote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in mutual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so as to address the appeals of multilateral interests 
and achieve the aspired-for win–win result in 
human cultures, civilizations and community-
building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Key Wo r ds : e p i d e m i c c r i s i s , g l o b a l 
governance, Winter Olympics, symbiosis and 
integration, civilization and win–win resul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