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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人文交流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展集体合作和发展双边关系

的重要内容ꎬ 也是双方各领域合作的民意基础ꎮ 近年来ꎬ 中阿人文交流与合

作成果丰硕ꎬ 突出体现在教育合作、 学术研讨、 图书出版、 媒体传播和民间

交流五个方面ꎮ 中阿关系的整体提升、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各自对外交往中

地位的上升、 中阿文明和价值观的互通性ꎬ 为中阿人文交流奠定了现实基础ꎮ
当前ꎬ 中阿人文交流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ꎬ 合作领域日益拓宽ꎬ 互动层

次愈加丰富ꎬ 对青年交流的重视度明显增强ꎮ 与此同时ꎬ 双方的人文交流仍

面临阿拉伯地区局势动荡、 国情差异、 话语干扰、 软硬件建设滞后、 文化产

品供给有限和文化传播精准度不高等挑战ꎮ 未来ꎬ 中阿双方需从完善人文交

流的战略布局、 加强品牌塑造能力、 提升人文交流体验度、 增强相互间直观

认知、 设立中阿人文交流基金会、 用好在华阿拉伯留学生资源等方面ꎬ 进一

步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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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显著上升ꎮ 然而ꎬ 世界文化

格局和国际舆论格局中 “西强我弱” 的态势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ꎮ 在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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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ꎬ 中国真实实力与外部世界对中国主观印象之间的 “反差”①ꎬ 反映出中

国硬实力与软实力不相称的现实ꎮ 受中国促推对外战略、 增进外部世界了解

中国、 提升国家软实力等现实需求的驱动ꎬ 近年来人文交流在中国对外战略

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战

略合作关系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ꎬ 符合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总

体趋势ꎬ 是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人文交流既关乎中阿战

略伙伴关系的推进ꎬ 也承担着服务中国国内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ꎮ
学界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研究大多散见于各类研究中阿关系、

中国与中东和伊斯兰国家交往与合作的著述中ꎬ 这些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

开: 第一类研究将中阿人文交流置于中阿历史交往的框架下进行考察ꎬ 包括

陈越洋的 «阿拉伯文化在中国: 以二十世纪为例»②、 丁俊的 «论中国与伊斯

兰国家间的 “民心相通”»③、 苏丹学者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的 «阿中

友好关系中的民间外交»ꎮ④ 第二类研究注重对中国与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人文

交流进行具体考察ꎬ 主要有古萍的 «中国与摩洛哥人文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研

究»⑤、 田艺琼的 «中国对沙特阿拉伯的人文外交研究»⑥、 单思明的 «中国与

埃及人文外交研究»ꎮ⑦ 第三类研究主要考察中阿在具体领域的人文交流ꎬ 如

金忠杰和李红梅的 «试论中国阿拉伯语教育和阿拉伯国家汉语教育»⑧、 王南

的 «中阿媒体交流与合作刍议»⑨ꎬ 以及贾伶的 «中阿友好城市发展的现状及

前景分析»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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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ꎬ 这些研究都关注到了中阿人文交流对推进中阿关系发展和整

体合作的现实意义ꎬ 但对中阿人文交流的现实基础、 总体特征和挑战等方面

的研究尚待深入ꎮ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与西亚北非地区 １９ 个阿拉伯国

家①和阿拉伯国家联盟②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ꎮ

中阿人文交流的现状

１９５６ 年 ４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及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 的签订ꎬ 开

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双边层面的人文交流ꎬ 并以中国政府首

次派学生赴埃及留学为标志性成果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末ꎬ 受中国外

交反帝、 反殖、 反霸这一基本方针的影响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规模

有限ꎬ 且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ꎮ １９７８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ꎬ 中国外

交实现了总体转型ꎮ １９８０ 年中共中央成立对外宣传小组ꎬ 统筹对外传播工作ꎮ
随着中国对外人文交流工作逐渐转入正轨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来华的阿拉伯国家

留学生数量迅速增加ꎬ 达 ４０２ 人ꎮ③ 至 １９９０ 年ꎬ 中国实现了与所有阿拉伯国

家建交ꎬ 人文交流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ꎮ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的发生ꎬ 深刻改变了中东地区格局和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

系ꎬ 为中国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机遇ꎻ 同年 １２ 月ꎬ 中国阿拉伯友

好协会成立ꎬ 中阿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ꎮ ２００４ 年中国—阿拉伯国家

合作论坛 (以下简称 “中阿合作论坛”) 成立ꎬ 双方建立了 “平等、 全面合

作的新型伙伴关系”ꎬ 人文交流被纳入论坛行动执行计划ꎬ 中阿双方进入了集

体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新时期ꎮ ２０１０ 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 “全面合作、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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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地区ꎬ 按照中国外交部的管理区划ꎬ 西亚北非司主管 １２ 个西

亚阿拉伯国家 (巴勒斯坦、 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 沙特阿拉伯、 伊拉克、 也门、 科威特、 阿联酋、
卡塔尔、 巴林、 阿曼) 和 ７ 个北非阿拉伯国家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毛里塔尼亚、 突尼斯、 利比

亚、 苏丹、 埃及)ꎻ 非洲司主管 ３ 个东非阿拉伯国家 (吉布提、 索马里和科摩罗)ꎮ
阿拉伯国家现有 ３ 个地区组织: 一是阿拉伯国家联盟ꎬ 成立于 １９４５ 年 ３ 月ꎬ 总部位于埃及开

罗ꎬ 下设阿拉伯教科文组织ꎻ 二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简称 “海合会”)ꎬ 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ꎬ 秘书处设在沙特利雅得ꎬ 包括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科威特、 卡塔尔、 巴林和阿曼 ６ 个成员国ꎻ
三是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ꎬ 成立于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ꎬ 包括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突尼斯、 利比亚和毛里塔

尼亚五国ꎬ 多年没有正常活动ꎮ
武芳: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关系的回顾与展望»ꎬ 载王正伟: «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

坛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２０１０第一辑)»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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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ꎬ 夯实了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政治基础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中

国政府发布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确立了发展中阿关系的指导原

则ꎬ 对双方在政治、 投资贸易、 社会发展、 人文交流、 和平与安全五大领域

的全面合作进行了整体规划①ꎬ 人文交流在中阿关系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召开ꎬ 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建立

“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ꎬ 中阿人文交流的战

略意义进一步凸显ꎮ
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中ꎬ 人文交流是中阿开展集体合作和发展双

边关系的重要内容ꎬ 也是双方各领域交流与合作的推动力量ꎮ 近年来ꎬ 中阿

人文交流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合作成果丰硕ꎬ 突出体现在教育合作、 学术

研讨、 图书出版、 媒体传播和民间交流 ５ 个方面ꎮ
第一ꎬ 在教育领域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不断深化的教育合作已成

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其一ꎬ 中阿教育合作的领域不断拓

宽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正从传统的语言教育、 学术研究和

留学生互派ꎬ 向精英人才培养、 海外办学、 职业教育等领域拓宽ꎮ 中国文

化部主办的 “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 通过集中授课、 专业研修、 实地考察

等形式ꎬ 推动海外青年汉学家与中方教育、 文化和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合

作ꎬ 提高其学术水平ꎬ 促进其对华认知ꎻ 中国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设立的

“中阿翻译联合培养计划”ꎬ 正成为培养阿拉伯国家高级汉语翻译人才、 促

进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和约旦就共建 “中约大学” 签署

协议ꎬ 开启了中国在阿拉伯地区办学的进程ꎮ 此外ꎬ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

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行计划» 提出ꎬ 中方将为阿拉伯国家提供

核专业研究生学历教育②ꎬ 成为中阿双方通过教育合作加强和平利用核能的

新尝试ꎮ
其二ꎬ 中阿教育合作的规模持续扩大ꎮ 在语言教学方面ꎬ 当前ꎬ 中国有

近 ５０ 所高校和民办院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ꎬ 在校生超过 ３ ０００ 人③ꎻ 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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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参见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３ / ｃ＿ １１１７７６６３８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２ꎮ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行计划» (北京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载

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５７７００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０８ －０１ꎮ
«阿拉伯学院副院长一行参加全国阿拉伯语专业学科发展与课程建设研讨会»ꎬ 载宁夏大学阿

拉伯学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ａｒａｂｉｃ ｎｘｕ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１１２ / １６１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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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底ꎬ 阿拉伯国家的孔子学院已增至 １２ 所ꎬ 孔子课堂增至 ５ 所①ꎬ 埃及

等阿拉伯国家开设中文系或中文专业的高校数量也在逐年增加②ꎮ 在留学教育

方面ꎬ 在华阿拉伯留学生人数已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１ １３０ 名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８ ０５０
名ꎬ 年均增长率达 ２６％ ꎻ 赴阿拉伯国家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４２
名增长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 ４３３ 名ꎬ 年均增长率达 ２１％ ꎮ③ 在语言交流方面ꎬ “汉语

桥” 和中央电视台阿语大赛分别成为展现阿拉伯国家的汉语教育和中国的阿

拉伯语教育水平、 积极推动双方青年沟通和交流的重要平台ꎮ “汉语桥” 中文

比赛先后在埃及、 沙特、 约旦、 苏丹、 阿联酋、 巴林、 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

设立过赛区ꎬ 在中阿关系和双方各领域合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ꎬ 阿拉伯国家

正在出现 “汉语热”ꎮ
第二ꎬ 在学术研讨领域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界、 学界研讨的议题较以

往更加多元且更具现实意义ꎮ 其一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学术研讨总体

上具有较浓厚的官方色彩ꎬ 但近年来研讨会的性质正逐渐向半官方过渡ꎬ 研讨

议题也从中阿政治关系和历史交往、 阿拉伯地区局势、 教育合作、 经贸合作等ꎬ
逐渐拓展至双方在产能合作 (突出 “一带一路” 因素)、 媒体、 医疗、 卫生、
旅游、 环境、 科技、 农业、 食品、 去极端化等领域的合作ꎮ 部分研讨会注重吸

纳美国、 俄罗斯、 欧洲大国以及土耳其、 以色列、 伊朗等中东国家的学者参与

研讨ꎬ 为审视中阿关系和阿拉伯地区问题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ꎮ
其二ꎬ 在中阿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 现实需求的驱动下ꎬ 近年来中阿双

方研讨会的议题注重从学理上探讨 “一带一路” 的性质、 影响、 内涵、 合作

方式、 现实挑战以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的可行性ꎮ 中阿双

方智库和研究机构、 中国驻阿拉伯国家使馆先后举办了数十场以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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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孔子学院分布情况为: 黎巴嫩 １ 所ꎬ 约旦 ２ 所ꎬ 阿联酋 ２ 所ꎬ 巴林 １ 所ꎬ 埃及 ２
所ꎬ 苏丹 １ 所ꎬ 摩洛哥 ３ 所ꎻ 孔子课堂分布情况为: 埃及 ３ 所 (实际数量可能与官方统计数字有所出

入)ꎬ 突尼斯 １ 所ꎬ 科摩罗 １ 所ꎮ 参见孔子学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ｎｂ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
ｎｏｄｅ＿ １０９６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３０ꎮ

以埃及为例ꎬ 当前埃及有 １４ 所高校开设了中文专业ꎬ 有中文系本科生 ２ １６０ 人左右ꎬ 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近 １００ 人ꎬ 业余学习中文的有近 ２ ４００ 人ꎮ 参见于杰飞: «绵绵相润久久为功———中埃人文

交流这五年»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 «共建 “一带一路”ꎬ 推

动中阿集体合作站上新起点: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成就与展望»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中阿合作

论坛网站ꎬ 第 １７ ~ １８ 页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ｚａｇｘ / ｇｊｙｄｙｌ / Ｐ０２０１８０６１４５８０３０１５００６３４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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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题的研讨会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中阿友好合作与发展前景” 研讨会在上海

举行ꎬ 与会代表围绕中阿集体合作成就、 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和中阿民间

交流与合作进行了深入研讨ꎮ
其三ꎬ 办会模式发生转变ꎬ 办会主体逐渐扩大ꎮ 近年来ꎬ 中国高校、 科

研机构、 智库、 媒体和驻阿拉伯国家使馆等中方办会主体ꎬ 积极同阿拉伯国

家部委和政府机构、 智库、 企业、 高校、 学术组织和地区组织合作举办研讨

会ꎬ 出现了 “使馆 ＋部委 /政府机构” “使馆 ＋智库” “使馆 ＋ 企业” “使馆 ＋
学术组织” “高校 ＋ 地区组织 /学术组织” 等多种办会模式ꎮ① 办会模式的转

变和办会主体的扩大ꎬ 拓宽了中阿双方学术交流的渠道ꎬ 形成了官方和半官

方学术研讨平台并立的格局ꎮ 例如ꎬ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先后

同埃及地区战略研究中心、 金子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 埃及内阁信息与决

策中心、 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合作区先后举办了 ４ 场专题学术研讨会ꎮ
第三ꎬ 在图书出版领域ꎬ 中阿双方学术研究、 典籍互译和文化普及并行

推进ꎮ 其一ꎬ 在学术研究方面ꎬ 中国学者对阿拉伯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重

大现实问题的关注度明显提高ꎻ 阿拉伯国家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与治国理政

经验的关注度显著增强ꎮ 从内容上看ꎬ 中方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四类: 一是跟

踪和研判阿拉伯地区形势的时政研究②ꎬ 二是聚焦阿拉伯地区重大现实问题的

５４１

①

②

近五年来ꎬ 采用 “使馆 ＋ 部委 / 政府机构” 模式的研讨会包括由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和阿联

酋经济部联合主办的 “新丝路、 新思路” 研讨会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ꎬ 迪拜)ꎬ 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和

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合作区联合主办的 “中非经济合作区建设合作的成效与经验” 研讨会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 ~ １８ 日ꎬ 开罗)ꎻ 采用 “使馆 ＋ 智库” 模式的研讨会主要包括由中国驻也门使馆与也门研究中心

联合主办的 “丝绸之路与也门” 研讨会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ꎬ 萨那)ꎬ 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和埃及地区

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复兴丝绸之路” 研讨会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ꎬ 开罗)ꎬ 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和埃及金字塔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中国与中东热点问题” 研讨会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
开罗)ꎬ 由中国驻约旦大使馆和约旦 «言论报»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 “中约建交四十周年双边关系”
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８ 日ꎬ 安曼)ꎬ 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埃及内阁信息与决策中心联合主办的 “中
埃关系现状与未来” 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 开罗)ꎻ 采用 “使馆 ＋ 企业” 模式的研讨会主要包

括由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和沙特阿吉兰全球集团联合主办的 “一带一路” 中沙企业青年精英研讨会ꎻ 采

用 “使馆 ＋ 学术组织” 模式的研讨会主要包括由广东省作家协会、 约旦作家协会和中国驻约旦大使馆

联合主办的中约文化研讨会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安曼)ꎻ 采用 “使馆 ＋ 高校” 模式的研讨会有由中

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和科威特大学联合主办的中科共建 “一带一路” 研讨会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９ ~ ２０ 日ꎬ
科威特城)ꎮ 采用 “高校 ＋ 地区组织 / 学术组织” 模式的研讨会主要包括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上

海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ꎬ 阿拉伯翻译组织和阿拉伯翻译家协会协办的 “翻译与中阿人文交流” 国际研

讨会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４ ~ ５ 日ꎬ 上海)ꎮ
这类研究以 “发展报告” 命名的皮书居多ꎬ 包括 «中东地区发展报告» «中东发展报告»

«阿拉伯发展报告» «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发展报告»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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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①ꎬ 三是对阿拉伯国家开展的国别研究②ꎬ 四是中阿关系研究③ꎮ 阿

拉伯国家在经历了持续数年的中东变局后ꎬ 已从狂热的街头政治逐渐回归到

发展民生的正轨上ꎬ 探索自身发展道路、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提升国家治理

能力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ꎮ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正

日益受到阿方学者的关注ꎬ 这从近年来阿拉伯世界出版的中国主题的图书可

见一斑ꎬ 其中聚焦中国发展模式、 经济改革和治国理政经验的图书数量明显

上升④ꎮ
其二ꎬ 在典籍互译方面ꎬ “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

计划” “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中华学术

外译项目” “丝路书香工程”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 等对外翻译出版工

程ꎬ 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三国

演义» «史记» «西厢记» «聊斋志异» «庄子» «楚辞» «西游记» «荀子»
等中文经典著作ꎬ «红高粱家族» «手机» «安魂» «许三观卖血记» 等当代中

６４１

①

②

③

④

这类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刘中民: «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ꎻ 李意: «当代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宗教因素»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ꎻ
马晓霖: «中东观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有限公司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倪晓宁: «石油与阿

拉伯世界经济变迁»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戴晓琦: «阿拉伯社会分层研究: 以埃及

为例»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ꎮ
这类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金贵: «埃及经贸文化»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ꎻ 李福泉:

«从边缘到中心: 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王新刚: «现代叙

利亚国家与政治»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廖百智: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与现实»ꎬ 世界知识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ꎮ
这类研究包括但不限于: 孙德刚: «冷战后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理论与案例研究»ꎬ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ꎻ 陈越洋: «阿拉伯文化在中国: 以二十世纪为例»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郭应德: «中国阿拉伯关系史»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阿方出版的相关图书包括: 纳比勒阿里苏鲁尔: «中国现象: 改革开放时期

的中国经验和外交关系发展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ꎬ [黎巴嫩] 的黎波里: 现代作家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阿

卜杜穆因沙瓦夫: «即将到来的东方巨人: 中国会统治世界吗?»ꎬ 开罗和大马士革: 阿拉伯作家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穆娜尤尼斯侯赛因的 «政治社会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 中国的经济发展»、
阿卜杜卡迪尔丹丁: «中国的崛起与能源挑战»ꎬ 安曼: 作家学术中心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加法尔卡拉

尔: «苏丹—中国关系: １９５６—２０１１»ꎬ 贝鲁特: 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法特赫拉瓦尔乌

鲁: «我们和中国: 回应第二次飞跃»ꎬ 卡萨布兰卡: 阿拉伯文化中心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ꎻ 塔里克阿卜杜
马吉德: «中国—阿联酋经贸关系发展战略»ꎬ 安曼: 阿姆贾德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ꎻ 哈吉卡提玛:
«中国的脱贫政策: 阿尔及利亚与中国的案例研究»ꎬ 阿尔及尔: 旗帜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ꎻ 艾哈迈德
赛义德内贾尔: «埃及、 阿拉伯人、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国模式的未来»ꎬ 贝鲁特: 伊本鲁什德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ꎻ 法赫米侯赛因: «中国经济改革的新征程»ꎬ 利雅得: 沙特国王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ꎻ 瓦西克阿里穆萨维: «中国龙: 全球经济帝国»ꎬ 安曼: 时日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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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学作品ꎬ «中国道路: 奇迹和秘诀» «中国经济热点 １８ 个问题» «创造性

介入: 中国外交的转型» «解读中国经济» «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与挑战» 等

评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的阿拉伯文译本先后出版ꎮ 与此同时ꎬ «埃
米尔之书» «不可能的爱» «阿拉伯女骑手日记» «悬诗» «文学与文学批评»
«日月穿梭» «人类七天» «日落绿洲» 等一批阿拉伯语文学经典的中译本ꎬ
也通过 “中阿典籍互译工程” 被介绍给中国读者ꎮ 但总的来看ꎬ 与近年来阿

拉伯国家涌现的大批介绍中国内政外交的学术著作阿拉伯文译本相比ꎬ 被译

介给中国读者的阿拉伯国家内政与外交主题的学术著作仍十分有限ꎮ
第四ꎬ 在媒体传播方面ꎬ 中阿新闻机构的合作方式正从纸质媒体向数字

媒体拓展与融合ꎮ 其一ꎬ 传统新闻机构在中阿媒体传播方面仍发挥着重要的

舆论引导作用ꎮ 中国新华社、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在多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分社或记者站ꎮ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先后在毛里塔尼亚、 科摩罗、 吉布提等阿拉伯国家落地ꎬ 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①实现了在阿拉伯国家的全覆盖ꎬ 央视国际频道在除索马里外的

２１ 个阿拉伯国家落地ꎮ② 相比之下ꎬ 当前阿拉伯国家只有埃及中东通讯社、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马格里布阿拉伯通讯社 ３ 家官方新闻机构在北京开设了

分社ꎮ ２０１６ 年初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东三国期间ꎬ 新华社与埃及

«金字塔报» 和沙特 «利雅得报» 开展合作ꎬ 两家阿拉伯文报纸刊登了习近

平主席的署名文章以及中方学者谈中埃、 中沙和中阿关系的系列文章ꎬ 及时

传播了中国政府和学界对中阿关系和中东问题的解读ꎬ 取得了良好反响ꎮ
其二ꎬ 媒体形态的演变使得中阿媒体传播格局步入了数字时代ꎮ 当前ꎬ

媒体传播手段与合作方式日趋多元ꎬ 卫星数字电视、 网站、 手机等终端的使

用突破了传统的单一传播格局ꎮ 中国 １２ 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ꎬ 新华网、 人

民网、 中国网、 国际在线、 中国网络电视台等都开设了阿拉伯文网站ꎻ “中阿

网”③ “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④ 等中文和阿拉伯文双语网站ꎬ 以及各类专门

介绍阿拉伯地区形势、 国情和中阿关系的微信公众号的兴起ꎬ 从学术传播和

人文知识普及两个层面深化了中国民众对阿拉伯地区政治、 社会与文化的认

７４１

①
②
③
④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并组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 前引报告ꎬ 第 ２１ 页ꎮ
中阿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ａｂ ｃｏｍꎮ
阿拉伯信息交流中心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ｓｉｎｏ 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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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ꎮ 相比之下ꎬ 阿拉伯国家官方媒体中只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①、 沙特通讯

社②和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③等开设了中文版ꎻ 当前只有 “阿拉伯人看中

国”④ 等少数几个网站专门介绍当代中国和中阿关系ꎬ 反映出中阿媒体交流与

合作不平衡的现状ꎮ
第五ꎬ 在民间交流方面ꎬ 民间外交和文化交流活动成为增进中阿双方传

统友谊和文化感召力的有效途径ꎮ 其一ꎬ 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重要补充

和辅助力量ꎬ 承担着配合官方总体外交、 争取对象国民意、 增进民间传统友

谊、 推动国际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等现实任务ꎮ 从外交主体来看ꎬ 友好组织、
友好人士、 社会精英等民间力量是实践中阿民间外交的主要力量ꎮ 在多边层

面ꎬ 中方于 ２００１ 年成立了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ꎬ 总部设在北京ꎻ 阿方于 ２００６
年成立了阿拉伯—中国友好协会联合会ꎬ 总部设在苏丹喀土穆ꎮ 在双边层面ꎬ
中方成立的对阿友好组织包括中国埃及友好协会 (１９５６ 年)、 中国叙利亚友

好协会 (１９５７ 年)、 中国也门友好协会 (１９９４ 年)、 中国黎巴嫩友好协会

(１９９４ 年)、 中国沙特友好协会 (１９９７ 年)、 中国苏丹友好协会 (１９９５ 年)
等ꎻ⑤ 阿方成立的对华友好组织包括突尼斯中国友好协会 (１９５４)、 埃及中国

友好协会 (１９５８ 年)、 苏丹中国友好协会 (１９６８ 年)、 巴勒斯坦中国友好协会

(１９７９ 年)、 约旦中国友好协会 (１９８８ 年)、 叙利亚中国友好协会 (１９９１ 年)、
也门中国友好协会 (１９９３ 年)、 阿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 (１９９３ 年)、 沙特中

国友好协会 (１９９７ 年)、 黎巴嫩中国友好合作联合会 (２００３ 年)、 伊拉克中国

友好协会 (２００６ 年)、 巴林中国友好协会 (２００８ 年)、 阿曼中国友好协会

(２０１０ 年)、 摩洛哥中国友好与交流协会 (２０１２ 年)、 黎巴嫩中国友好协会

(２０１２ 年)、 科威特中国友好协会 (２０１２ 年)、 利比亚中国友好协会 (２０１３
年) 等ꎮ 从工作机制来看ꎬ 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 “中国阿拉伯友好大会”
和 “中阿城市论坛”ꎬ 以及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设立的 “中阿青年友好大使”
和 “中阿翻译与人文交流研讨会”ꎬ 是当前双方开展民间交流主要依托的多边

机制ꎻ 双边工作机制则包括双方友好组织之间的团组互访和举办的各类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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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半岛中文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ｅｔꎮ
沙特通讯社中文版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ａ ｇｏｖ ｓａ / ｈｏｍｅ ｐｈｐ? ｌａｎｇ ＝ ｃｈꎮ
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ｓ ｇｏｖ ｅｇ / ? ｌａｎｇ ＝ ｚｈ － ＣＮꎮ
“阿拉伯人看中国” 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ｉｎａｒａｂｉｃ ｏｒｇꎮ
王有勇: «中阿教育合作的现状与未来———从中埃教育合作谈起»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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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活动ꎮ 民间外交具有稳定性、 包容性和灵活性的特点①ꎬ 在活动原则上ꎬ
只要有利于增进中阿人民互相了解ꎬ 服务或配合总体外交的工作ꎬ 原则上都

可以被纳入中阿民间外交的工作范围②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为配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访问埃及ꎬ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开罗举办了 “中国阿拉伯友好杰

出贡献奖” 颁奖仪式ꎬ 习近平主席为联合国前秘书长特罗斯布特罗斯加

利等十位从事对华交流工作的人士颁发奖章ꎬ 成为近年来中国对阿民间外交

服务官方外交的典型案例ꎮ
其二ꎬ 中阿文化交流的品牌塑造意识显著增强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依托

双方部委和中阿合作论坛下设的文化交流多边合作机制开展了各种文化交流

活动ꎬ 近年来已形成了 “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 “中阿丝绸之路文化论坛”
“意会中国———阿拉伯知名艺术家访华创作” “阿拉伯艺术节” “中国艺术节”
“中国文化周” “中国电影周” 等一批人文交流品牌ꎮ ２０１５ 年的 “中阿文化艺

术展示周” (宁夏)ꎬ ２０１６ 年的 “中国文化年” (埃及) 和 “埃及文化年”
(中国)③、 “中国电影开放周” (埃及)、 “墨色风华———中国女艺术家埃及采

风创作水墨作品汇报展” (埃及)、 “甘肃文化周” (埃及)、 “中国电影周”
(约旦) 和 “黎巴嫩美食节” (北京)ꎬ ２０１７ 年的 “阿拉伯之路———沙特出土

文物展” (北京) 和 “中国军事文化周” (埃及) 等双边文化交流活动ꎬ 在中

国和阿拉伯国家均取得了良好反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北非阿拉伯国家同时依

托中阿合作论坛与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机制开展人文交流活动ꎬ 如 ２０１６ 年在

埃及举行的首届中非艺术节ꎬ 同时也是 “中埃文化年” 系列活动之一ꎬ 这使

得中阿关系和中非关系之间实现了良好互动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ꎬ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ꎮ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为中阿

拓展人文交流的主体、 形式、 手段和内容提供了新动力ꎮ 民心相通是 “一带

一路” 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ꎬ 不仅需要官方的政策支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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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昊苏: «民间外交论»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ａｆｆｃ ｏｒｇ ｃｎ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０１ꎮ
张荣: «中阿民间交流的现状及挑战»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建设系列讲座ꎬ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ꎮ
２０１６ 年 “中埃文化年” 是中国首次同阿拉伯国家举办的文化年ꎬ 期间两国共同举办了约 １５０

项文化交流活动ꎬ 内容包括文化、 艺术、 翻译出版、 电影电视、 体育及文化产业等多个领域ꎬ 地点覆

盖两国 ２５ 个重要省市ꎮ 其中ꎬ 中方在埃及举办了 ８９ 场文化活动ꎬ 包括舞蹈、 音乐、 武术等文艺表演

和讲座、 研讨会等多种形式ꎬ 活动吸引了约 ８ ６ 万人次直接参加ꎬ 在社交媒体观看活动视频、 留言点

赞等间接参与的有 ５００ 万人次ꎬ 基本上覆盖了埃及当地各个阶层民众ꎮ 参见韩晓明: «打造中埃文化传

播 “升级版”»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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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双方普通民众的支持和认可ꎮ 近年来ꎬ 中阿人文交流呈现出 “多点开

花” 的局面ꎬ 体现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夯实中阿各领域合作社会民

意基础的宗旨ꎮ

中阿人文交流的现实基础和新特点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动力来自中阿关系的深化和互相之间加深

合作与往来的意愿ꎬ 人文交流的辐射效应进一步促进了中阿双方在其他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ꎮ
(一) 中阿人文交流的现实基础

中阿关系的整体提升、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各自对外交往中地位的上升、
中阿文明和价值观的互通性ꎬ 为中阿人文交流奠定了现实基础ꎮ

第一ꎬ 中阿关系的整体提升为双方人文交流注入了现实动力ꎮ 中国与阿

拉伯国家间的人文交流体现了 ２１ 世纪以来中阿关系不断深化的总体趋势ꎮ
２００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阿新型伙伴关系和中阿集体合作平台的

建立ꎮ ２０１０ 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ꎬ 此后中国先后同阿联酋

等 １０ 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ꎬ 使得中阿关系在多边和

双边层面同时进入了 “换挡提速” 期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

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的倡议ꎬ 双方进入了

“一带一路” 建设引领中阿各领域合作的新阶段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中国政府发

布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对中阿双方在人文交流等五大领域的全面

合作进行顶层设计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将中阿战略合作关系进

一步提升为中阿战略伙伴关系ꎮ 因此ꎬ 深化中阿人文交流既是整体提升中阿

关系、 推动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交往与合作的现实要求ꎬ 也是 “一带一路” 背

景下人文交流在中国对阿拉伯战略中重要性上升的体现ꎮ
第二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各自对外关系中的地位呈现上升趋势ꎮ 从中

方角度来看ꎬ “作为历史上丝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ꎬ 阿拉伯国家

地处 ‘一带一路’ 交汇地带ꎬ 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天然合作伙伴”①ꎮ 中国

０５１

① 习近平: «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的讲话»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北京)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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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阿拉伯国家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同时ꎬ 也参与中东地区治理ꎮ 中国在

中东地区利益的拓展ꎬ 使得中国参与中东地区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在不断增强ꎮ
在政治治理领域ꎬ 中国参与了巴以外交斡旋、 叙利亚危机解决等ꎻ 在安全治

理领域ꎬ 中国参与了打击索马里海盗、 苏丹维和行动等ꎻ 在社会治理领域ꎬ
中国向伊拉克、 阿富汗等国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ꎮ 参与中东地区治理ꎬ
对中国践行大国外交理念、 提升大国地位、 巩固新型大国关系等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ꎮ① 事实上ꎬ 大国地位升降及其主导国际秩序的制度、 原则、 价值观

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革ꎬ 导致主导中东地区秩序的域外力量正进入新一

轮交替期ꎬ 这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角色转换的国际背景ꎮ 从阿方角度来看ꎬ
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变革力量ꎬ 并不寻求改变国际政治结构ꎬ 但中国国际地位

的提高ꎬ 无疑将促进世界多极化发展ꎬ 这使得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对外交往中

的地位不断上升ꎮ 常年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阿拉伯学者ꎬ 近年来开

始广泛讨论中国国际地位的转变ꎮ 埃及 «金字塔报» 主办的学术期刊 «国际

政治» 在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刊发了一组专题稿件②ꎬ 从国际体系、 发展模式、 外

交政策、 地区角色和国内政治等角度剖析了中国在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的角

色转变ꎬ 体现了阿拉伯学者对中国国际地位的认知正在发生深刻变化ꎮ
第三ꎬ 中阿文明和价值观具有互通性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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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③ 人文交流在价值观沟通、 文明互鉴、 建立情感认同等方

面具有天然优势ꎬ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 各具特色ꎬ 但都包含有

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ꎬ 都重视中道平和、 忠恕宽容、
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④ꎮ 中阿人文交流始终秉持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人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孙德刚: «中国参与中东地区冲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７９ ~ ９７ 页ꎮ

这组专题包括 ６ 篇文章ꎬ 即马立克奥尼的 «主导性语境: 中国崛起至 “两极分化”»ꎬ 穆罕默

德努埃曼贾拉勒的 «文明复兴: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何种未来?»ꎬ 侯赛因伊斯玛仪的 «经济优

先: 发展模式转变对中国崛起前景的影响»ꎬ 萨米萨拉米的 «渐进式扩张: 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工具的

辩证过程»ꎬ 瓦利德阿卜杜哈伊的 «谨慎参与: “平衡” 政策是否限制了中国在中东的角色?» 和内

利凯马勒埃米尔的 «延长领导任期: 中国确立国际多元主义支柱的战略»ꎮ 参见 «国际政治» (阿拉

伯文)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ｙａｓｓａ ｏｒｇ ｅｇ / Ｉｓｓｕ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 １０８５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０ꎮ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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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精神ꎬ 双方 “都不赞同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ꎬ 而是主张文化多样发展

和文明交流互鉴ꎮ① 阿盟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卜杜拉哈米德穆哈里卜曾指

出ꎬ 西方媒体的误导使得不少人误解阿拉伯文化ꎬ 将其与宗教极端主义相关

联ꎬ 有损阿拉伯世界形象ꎬ 并表示有必要在中国设立阿拉伯文化教育中心ꎬ
向中国民众、 特别是中国青年介绍真实的阿拉伯世界ꎮ②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

政策文件» 将文明和宗教交流作为中阿人文交流的首要内容ꎬ 不仅提出 “搭
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ꎬ 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ꎬ 还开创性地提出 “探索去极

端化领域合作ꎬ 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③ꎬ 体现了中方对阿拉伯地区宗

教与文明特性和当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深受 “伊斯兰恐惧症” “文明冲突论”
和极端主义困扰这一现实的深刻认知ꎮ

(二) 中阿人文交流的新特点

人文交流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推动建立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ꎮ 近年来ꎬ 中阿人文交流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 人文交流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加大ꎮ 从中方角度来看ꎬ 当前指导和

支持中阿开展人文交流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 «中阿文化部长论坛北京宣言»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

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推进共

建 “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文化部 “一带一路” 文化发展行

动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

作的若干意见»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行计划»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等ꎮ 这些政策文件从平台、 机制、 领域、 内

容和形式等方面ꎬ 对中国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各国之间开展人文交流与合

作、 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和增强人文交流综合传播能力进行了整体规划ꎮ④ 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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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毅: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是引领中阿关系发展的历史性机遇»ꎬ 中国外

交部网站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 ６７４９８１ / ｑｔｚｔ / ｙｄｙｌ ＿ ６７５０４９ /
ｚｙｘｗ＿ ６７５０５１ / ｔ１１６２６２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１０ꎮ

刘锴、 潘晓菁: «阿盟愿继续加强与中国文化合作»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８ / ０６ / ｃ＿ １１１９３４７０６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０２ꎮ

参见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３ / ｃ＿ １１１７７６６３８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２ꎮ

相关成果参见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 前引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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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角度来看ꎬ 在文化教育领域ꎬ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同中国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

及执行计划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１１ 个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文化合作协定

新的年度执行计划ꎬ① 双方 ５３ 个部级政府文化代表团、 １９６ 个文艺展演团组

４ ６０４人次实现了互访ꎬ １０５ 家阿拉伯文化机构与中方对应机构开展了合作ꎮ②

在旅游领域ꎬ 阿拉伯国家期望通过旅游带动双方人文交流ꎬ 目前已有 １３ 个

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ꎬ 其中九国组团业务已

正式实施ꎻ③ 阿联酋、 阿尔及利亚、 沙特、 伊拉克、 阿曼、 卡塔尔和埃及 ７
个国家与中国开通了直航航班ꎻ 卡塔尔、 阿联酋、 摩洛哥给予中国公民免

签证入境待遇ꎬ 约旦、 黎巴嫩、 巴林对中国公民入境实行落地签证或电子

签证ꎮ
第二ꎬ 人文交流的合作领域日益拓宽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

部演讲时强调ꎬ 中阿双方 “应该开展文明对话ꎬ 倡导包容互鉴ꎬ 一起挖掘民

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ꎬ 并提出实施中阿人文交流

的 “百千万” 工程④ꎮ 当前ꎬ 中阿人文交流与合作已涵盖文化、 宗教、 艺术、
教育、 科研、 智库、 广播影视、 新闻出版、 青年、 妇女、 旅游、 卫生、 体育、
会展、 公共外交等多个领域ꎬ 并建立起多样化的人文交流工作机制ꎮ 双方还

依托举办艺术节、 文化论坛、 研讨会、 青年友好对话等文化交流活动ꎬ 以及

实施艺术家互访、 留学生互派、 典籍互译、 文化机构对口合作、 人才培训等

合作机制ꎬ 密切各层级人文交流与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中国—沙特塞林港遗

址考古项目” 正式启动ꎬ 中方 ５ 名考古队员和沙方 ６ 名考古队员对位于红海

之滨的塞林港遗址开展了为期 ２０ 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ꎬ 联合考古项目正

是双方推动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发掘中阿历史交往印记、 复现古代丝绸之路文

明交往和拓宽中阿人文交流领域的重要举措ꎮ
第三ꎬ 人文交流的互动层次愈加丰富ꎮ 从整体上来看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间的人文交流呈现出 “大多边带动小多边ꎬ 小多边促进双边ꎬ 双边推动大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贾平凡、 严瑜: «中阿集体合作扮靓 “一带一路”»ꎬ 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 日ꎮ
同上文ꎮ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研究中心: 前引报告ꎬ 第 ２２ 页ꎮ
“百千万” 工程包括落实 “丝路书香” 设想ꎬ 开展 １００ 部中阿典籍互译ꎻ 加强智库对接ꎬ 邀

请 １００ 名专家学者互访ꎻ 提供 １ ０００ 个阿拉伯青年领袖培训名额ꎬ 邀请 １ ５００ 名阿拉伯政党领导人来华

考察ꎬ 培育中阿友好的青年使者和政治领军人物ꎻ 提供 １ 万个奖学金名额和 １ 万个培训名额ꎬ 落实 １
万名中阿艺术家互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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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多边”① 的互动态势ꎬ 具体表现为中阿合作论坛集体合作框架的人文交流带

动中国在次区域层面与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互动与合作ꎬ 以

此推动中阿双边人文交流ꎬ 双边人文交流反过来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次

区域和区域层面的人文交流和各领域合作ꎮ 一方面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依托

中阿合作论坛、 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 中阿博览会、 “一带一路”、 中非合

作论坛、 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和机制开展中阿人文集体交流与合

作ꎬ 在海湾地区和西亚地区、 阿拉伯地区与非洲地区、 阿拉伯地区与伊斯兰

世界等不同层面实现互动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先后与阿尔及利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埃及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沙特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和阿联酋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建

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卡塔尔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苏丹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约旦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伊拉克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摩洛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阿曼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和科威特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ꎬ 进一步充实了中阿人

文交流的内涵ꎬ 人文交流推动中阿双边关系在战略伙伴关系网络下实现互动ꎮ
与此同时ꎬ 中阿在双边层面的人文交流正在探索引入第三方合作ꎬ 如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的埃及博物馆举办的 “中国与埃及: 两个文明的源流”
文物展ꎬ 实现了中华文明、 阿拉伯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互动ꎮ

第四ꎬ 双方对青年交流的重视度明显增强ꎮ 青年交流是中阿人文交流的

重要内容之一ꎬ 推动中阿青年对话与交流ꎬ 加强青年领导力建设ꎬ 提升青年

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ꎬ 挖掘青年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时代共性ꎬ 对促进中阿相

互认知、 推动双方各领域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

文件» 提出ꎬ 双方要积极推动中阿青年交流ꎬ 加强双方青年事务部门交往ꎬ
增进双方各界青年杰出人才的接触与交流ꎻ 中方面向阿拉伯国家实施 “杰出

青年科学家来华计划”ꎬ 鼓励双方青年科技人才交流ꎮ② «中国—阿拉伯国家

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行计划» 强调ꎬ 要加强中方与阿盟在青年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ꎬ 计划于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ꎬ 每年邀请阿盟国家青年代表

和青年媒体人来华参加亚非青年联欢节ꎬ 打造新的交流平台ꎬ 促进青年领域

４５１

①

②

一些学者提出ꎬ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应形成 “大多边带动小多边ꎬ 小多边促进双边ꎬ 双边

推动大小多边” 的互动态势ꎬ 这种互动模式同样适用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ꎮ 参

见王友明: «构建中拉整体合作机制: 机遇、 挑战及思路»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０５ ~ １１７ 页ꎮ

参见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３ / ｃ＿ １１１７７６６３８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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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ꎮ① 青年群体是未来十年阿拉伯国家发展的主力军ꎬ 根据 «２０１６ 阿拉伯人

类发展报告»ꎬ 当前阿拉伯地区 ３０ 岁以下人口数量约占总人口的 ２ / ３ꎬ 其中１５ ~
２９ 岁青年人口占比约为 １ / ３ꎮ② «２０１８ 年阿拉伯青年调查» 指出ꎬ 过去十年间ꎬ
阿拉伯变局的发生和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兴起对阿拉伯地区的发展造成了

严重的负面影响ꎬ 很多阿拉伯青年认为ꎬ 阿拉伯世界 “正在向错误的方向行

进”ꎬ 海湾、 北非和沙姆地区持此观点的青年比例分别达 ３４％、 ４９％ 和 ８５％ꎻ
受访者还认为ꎬ 未来十年阿拉伯世界亟需铲除恐怖组织 (６４％)、 创造收入可观

的就业机会 (３０％)、 实现教育系统现代化 (２９％) 和打击政府腐败 (２８％)ꎻ
阿联酋因其安全、 收入高、 就业机会多成为阿拉伯青年最向往的国家ꎮ③ 这表

明ꎬ 国家稳定、 发展、 安全与 “获得感” 是当前阿拉伯青年的主要诉求ꎬ 中

国青年与阿拉伯青年在发展议题上具有对话和交流的基础ꎮ
人文交流为发展中阿关系和促进中阿各领域合作提供社会民意基础ꎬ 中

阿人文交流蓬勃开展的动力不仅来自官方层面的政策支持ꎬ 也有民间层面深

化合作和相互认知的现实需求ꎮ 随着双方合作意愿和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ꎬ
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的机制、 平台、 渠道、 形式和内容不断完善ꎬ 顺应了中

阿关系从新型伙伴关系到战略合作关系、 再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ꎮ

中阿人文交流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和双方促和平、 谋发展的共同诉

求ꎬ 为双方深化包括人文交流在内的各领域合作提供了现实动力ꎮ 但不可否

认ꎬ 中阿人文交流仍存在一系列现实问题ꎮ
(一) 中阿人文交流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ꎬ 阿拉伯地区局势动荡、 国情差异、 话语干扰、 软硬件建设滞后、

５５１

①

②

③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２０１８ 年至 ２０２０ 年行动执行计划» (北京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载

中阿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ｃｆ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ｌｔｈｙｊｗｘ / ｂｚｊｈｙ / ｄｂｊｂｚｊｈｙ / ｔ１５７７００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０１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Ａｒａｂ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ＵＮＤ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 － ｈｄｒ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２０１６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ＨＤＲ２０１６Ｅｎ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１０

ＡＳＤＡ’ Ａ Ｂｕｒｓｏｎ － Ｍａｒｓｔｅｌｌｅｒꎬ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１８: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Ｈｏｐｅｓ ＆ Ｆｅａｒｓ”ꎬ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３ꎬ １７ꎬ ４３ꎬ ４９ꎬ ５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ｙｏｕｔｈ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ｍ / ｐｄｆ / 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 / ｅｎ /
２０１８ － ＡＹＳ － Ｗｈｉｔｅ － Ｐａｐｅｒ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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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品供给有限和文化传播精准度不高是中阿人文交流面临的主要挑战ꎮ
第一ꎬ 地区局势动荡ꎮ 阿拉伯变局以来ꎬ 席卷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社

会动荡至今余波犹在ꎮ 叙利亚、 伊拉克、 也门、 利比亚等国仍处于动荡之中ꎬ
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ꎻ 海湾国家因沙特和伊朗关系恶化以及卡塔尔断交事

件陷入地区危机ꎻ 黎巴嫩、 约旦、 摩洛哥等国抗议活动时有发生ꎻ 美国驻以

色列大使馆迁馆事件为巴以地区进一步动荡埋下隐患ꎮ 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政

局动荡和社会经济危机对中国在当地开展人文交流构成了现实挑战ꎬ 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 一是人文交流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或因受制于安全因素而无法正

常开展ꎻ 二是动荡局势影响人文交流主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ꎬ 进而削弱交流

的实际效果ꎻ 三是利用地区动荡局势兴起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异质文明的排

斥ꎬ 或对中国在阿拉伯地区开展人文交流形成掣肘ꎮ
第二ꎬ 话语干扰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ꎬ

但话语干扰是中阿人文交流无法回避的现实挑战ꎮ 其一ꎬ 西方媒体对全球传

播格局的主导态势ꎬ 使得中阿双方之间长期主要通过西方报道了解对方ꎬ 直

接交流少ꎬ 西方国家炮制 “中国威胁论” “中国霸权论” “中国崩溃论” “新
殖民主义论” 等负面舆论始终干扰着中阿双方间的相互认知和交流ꎮ 其二ꎬ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中东地区国家媒体对中国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现实的不

实报道ꎬ 导致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对外 (中东) 政策的误解不断

加深乃至固化ꎬ 这些媒体在阿拉伯地区广泛的覆盖率和影响力ꎬ 使得中方难

以在短时间内及时、 有效地对冲因不实报道产生的负面影响ꎮ
第三ꎬ 国情差异ꎮ 阿拉伯国家在国情、 政治制度、 经济结构、 社风民情

方面的差异ꎬ 加大了中国对阿开展人文交流的难度ꎮ 在文化属性上ꎬ 位于西

亚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分属于阿拉伯半岛文化圈、 沙姆文化圈和地中海

文化圈ꎻ 在政体上ꎬ 阿拉伯地区既有共和制国家ꎬ 也有君主制国家ꎻ 在宗教

上ꎬ 阿拉伯国家宗教化程度和世俗化程度不一ꎬ 除黎巴嫩外ꎬ 伊斯兰教在阿

拉伯国家均占据绝对优势ꎻ 在与大国关系上ꎬ 阿拉伯国家中既有西方大国的

盟友ꎬ 也有持反西方立场的国家ꎬ 且政府与民众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有时存

在差异ꎻ 在经济发展程度上ꎬ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人均收入指标居世界前列ꎬ
也门、 毛里塔尼亚等国则属于欠发达国家ꎻ 在资源储量上ꎬ 有的阿拉伯国家

油气资源丰富ꎬ 有的资源匮乏ꎮ 上述因素导致阿拉伯国家对中国文化、 认知

度、 亲近度和欣赏水准存在差异ꎬ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ꎬ 不同部落、 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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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势力对中国的立场也不一样ꎬ 进一步增加了双方开展人文交流的难度ꎮ
第四ꎬ 软硬件建设滞后ꎮ 中阿人文交流面临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滞后的

现实ꎮ 在硬件建设方面ꎬ 在阿拉伯国家设立的中国文化传播机构数量寥寥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中国在海外建立的 ５２５ 所孔子学院中ꎬ 阿拉伯国家仅有 １２
所ꎬ 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 ２ ２９％ ꎬ 这些孔子学院主要分布在黎巴嫩、 埃及、
苏丹、 约旦、 突尼斯、 摩洛哥、 阿联酋、 巴林 ８ 个阿拉伯国家①ꎮ 目前ꎬ 中国

驻阿拉伯国家使馆中有十国设有文化处ꎬ 其中两国同时设有教育处ꎻ② 阿拉伯

国家在中国设立的文化机构数量则更少ꎮ 在软件建设方面ꎬ 中方和阿方都缺

乏能够从事人文交流的高端人才ꎬ 语言障碍和人才 “青黄不接” 的现象比较

突出ꎬ 双方尤其缺乏具有较强跨文化交际力、 沟通力、 领导力和国际视野的

青年精英ꎬ 参加中国 “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 的阿拉伯国家青年数量远低于

欧美国家的青年数量ꎮ 沟通障碍、 互相认知不足③和人才匮乏等问题是制约双

方开展有效人文交流的主要因素ꎮ
第五ꎬ 文化产品供给有限ꎮ 无论在媒体、 出版领域ꎬ 还是青年交流、 教

育和智库合作领域ꎬ 与中国和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人文交流

相比ꎬ 中阿双方文化产品的供给显得不足ꎮ 一方面ꎬ 阿拉伯国家总体缺少介

绍当代中国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书籍和节目ꎬ 即使中阿双方的出版社

都出版了相关书籍ꎬ 但发行、 销售渠道不畅的现实使得很多书籍无法覆盖到

更多的书店ꎬ 普通民众获得这些书籍的渠道相对有限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的有

关文化机构尚缺乏市场调研意识ꎬ 也未与阿拉伯地区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营

销机构建立起可靠有效的合作关系ꎬ 致使中国在文化产品走向阿拉伯国家方

面ꎬ 投入不少ꎬ 效果却不彰ꎮ
第六ꎬ 文化传播精准性不高ꎮ 当前ꎬ 中阿人文交流尚缺乏文化传播精准

的意识和手段ꎮ 在打造文化品牌、 传播文化遗产、 孵化文化产业和培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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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孔子学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ｎｂａｎ ｅｄｕ ｃｎ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ｕ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 ｎｏｄｅ＿ １０９６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２０ꎮ

笔者根据中国驻阿拉伯国家使馆网站信息统计ꎮ
笔者曾参加过 “阿联酋青年大使” 项目在中国某高校的交流活动ꎬ 当时阿方代表团成员主要

是阿联酋的大学本科生ꎬ 对 “一带一路” 的认知度较高ꎻ 中方代表团主要是中国高校的阿拉伯语专业

本科生ꎬ 对 “阿联酋后石油战略” “阿联酋未来战略” “２０３０ 工业发展战略” “迪拜 ２０２１ 战略计划”
等发展战略ꎬ 以及阿联酋提出建立 “知识型经济” 和 “知识型工业” 等目标几乎一无所知ꎮ 这种认知

上的不平衡导致双方青年在探讨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青年领导力的话题时ꎬ 难以真正深入交流和产生

共鸣ꎬ 降低了人文交流的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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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等方面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例ꎬ 挖掘双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核ꎬ 不仅有利于增强双方

的民族凝聚力ꎬ 而且也是双方开展文明对话、 文化交流和价值沟通的基础ꎬ
并为古代丝绸之路上中阿民族的历史交往提供印证ꎮ 阿拉伯地区的政治制度、
经济形态、 文化传统、 宗教特性的多样性ꎬ 决定了中阿双方不仅需要各自探

索构建集民族精神、 核心价值、 文化形象、 文化品牌四位一体的国家形象ꎬ
更需要提升对外文化传播的精准性和有效性ꎮ

(二) 深化中阿人文交流的对策建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政治、 经济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实现了全面提升ꎬ 阿拉伯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愿望也日益强烈ꎮ 民心相通ꎬ
人文先行ꎬ 有效的人文交流是深化中阿传统友谊和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

和重要推动力量ꎮ 就深化人文交流而言ꎬ 中阿双方需从以下几方面着力:
第一ꎬ 完善中国对阿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ꎮ 为适应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人

文交流的需求ꎬ 中国可在条件成熟时增设驻阿使馆文化处 (组)、 教育处

(组) 的数量ꎬ 即使无法做到全覆盖ꎬ 也可在沙特、 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和地区

战略支点国家布点ꎬ 完善中阿人文交流的战略布局ꎮ 在制定对阿人文交流的

具体政策时ꎬ 中国需要从阿拉伯各国的实际国情出发ꎬ 因国施策、 合理布局ꎬ
以双边人文交流推动小多边人文交流ꎬ 依靠片区化 (海湾地区、 沙姆地区、
北非地区) 的小多边人文交流的辐射效应带动双边人文交流ꎬ 提高文化传播

的精准性ꎮ 在这方面ꎬ 中国可考虑加强与摩洛哥、 埃及、 黎巴嫩等国在影视、
艺术、 出版和智库领域的合作ꎬ 推进与红海、 阿拉伯海等古代丝绸之路沿岸

国家在考古领域的合作ꎮ
第二ꎬ 加强中阿人文交流的品牌塑造能力ꎮ 近年来ꎬ 中阿人文交流的规

模较以往有大幅提升ꎬ 正朝着机制化的方向发展ꎬ 但总体上仍未形成品牌化

的发展趋势ꎮ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强调ꎬ 要 “形
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 国际影响的人文交流品牌”①ꎮ 在这方面ꎬ 中阿双方可

着力打造符合对方国家民众社会习俗和接受度的文化产品ꎬ 如挖掘具有本土

特色的 “文化街” 的文化内核ꎬ 实现工匠和手工艺人互访和交流ꎻ 合作开发

特色旅游路线和旅游推介平台ꎻ 加强友好城市的交流ꎮ 例如ꎬ 中阿双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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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ꎬ 载 «新华每日电讯»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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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迪拜世博会和上海与迪拜结成友好城市 ２０ 周年为契机ꎬ 推动上海 “五
个中心” 建设与迪拜 “２０２１ 愿景” 发展战略对接ꎬ 依托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

心的优势资源ꎬ 打造中阿城市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样板ꎮ
第三ꎬ 提升中阿人文交流的体验度ꎮ 在人文交流中ꎬ 提升中阿民众对对

方文化的参与度和体验度ꎬ 是增进双方文化感召力的有效手段ꎮ 海湾地区是

阿拉伯世界手机游戏规模最大的地区ꎬ 建议针对海湾阿拉伯国家开发包含中国

旅游和中国文化元素的手机游戏ꎬ 但在设计时要注意避免出现不符合阿拉伯民

族文化和宗教习俗的内容ꎻ 还可在阿拉伯国家推广中国的民间文化产品ꎬ 如运

用增强现实 (ＡＲꎬ 即真实世界 ＋ 数字化信息)、 混合现实 (ＭＲꎬ 即数字化现

实 ＋虚拟数字画面)、 虚拟现实 (ＶＲꎬ 即纯虚拟数字画面) 等新兴科技手段重

新设计中国民间游戏ꎬ 培养阿拉伯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好感ꎬ 这不仅可以

提升人文活动的体验度ꎬ 拉近双方距离ꎬ 也有利于双方增进互信ꎮ
第四ꎬ 增强中阿双方间的直观认知ꎮ 阿拉伯国家知名艺术家通过来华采

风创作ꎬ 增加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直观感受ꎬ 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举办

“中阿青年摄影家采风创作” 活动ꎬ 并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举办作品巡展ꎮ 条

件成熟时ꎬ 中方还可安排阿拉伯青年摄影家来华创作摄影作品ꎬ 以提升阿拉伯

民众对当代中国的直观认识ꎮ 此外ꎬ 中方可设立 “倾听中国” 的文化传播节目ꎬ
与阿拉伯文化机构联合拍摄 «阿拉伯人在中国» 等系列纪录片ꎬ 以在华阿拉伯

侨民的视角报道当代中国政治、 社会变迁ꎬ 增加对阿拉伯文化传播的亲和力与

可信度ꎮ
第五ꎬ 设立中阿人文交流基金会ꎮ 基金会是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国家开展

人文交流的重要主体ꎬ 一方面ꎬ 可避免当地民众对具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开展人

文交流产生的疑虑ꎬ 另一方面有利于统筹各种人文活动的资源ꎮ 中阿双方可设

立中阿人文交流合作基金会ꎬ 充分动员离退休外交官、 学者、 媒体人士、 企业

家、 青年精英、 在阿华侨和在华阿侨等社会资源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ꎮ
第六ꎬ 用好在华阿拉伯留学生资源ꎮ 在华阿拉伯国家留学生是阿拉伯国

家观察中国的窗口ꎬ 也是中国对阿公共外交可利用的重要资源ꎮ 例如ꎬ 可在

中国已开设阿拉伯语专业、 同时拥有阿拉伯国家留学生资源的高校开设相关

课程ꎬ 搭建中阿学生对话和交流的平台ꎮ 条件成熟时ꎬ 校方还可设立相关阿

拉伯国情调研项目ꎬ 利用阿拉伯留学生寒暑假回国期间在当地收集一手资料ꎬ
开展调研ꎬ 以增进中阿青年对对方国家的认知ꎬ 消除相互间的误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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