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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友谊　 共促发展
推动中国与中东合作迈上更高水平∗

∗

王灵桂

在人类漫长发展历史上ꎬ 中东以其深厚的文明和重要的地缘位置ꎬ 一直

对世界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ꎮ 这里诞生过尼罗河文明、 两河文明ꎬ 是犹太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等发源地ꎮ １９００ 年ꎬ 中国学者梁启超在其著名的 «２０ 世纪

太平洋歌» 中就写到ꎬ “地球上文明古国有四: 中国、 印度、 埃及、 小亚细亚

是也”ꎮ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 «全球通史» 中提及ꎬ “中
东、 印度、 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ꎬ 孕育了历史上

最伟大的文明ꎬ 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ꎮ
历史上ꎬ 中东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重要地位ꎬ 成为全球性大国的试金石ꎬ

古希腊、 罗马帝国、 奥斯曼帝国、 英国、 法国、 苏联、 美国等ꎬ 都曾在中东

地区纵横捭阖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ꎬ 英、 法、 俄为争夺在中东的主导权ꎬ 上

演了一幕幕激烈博弈的话剧ꎮ 二战后ꎬ 美、 苏两强中东争霸ꎬ 打了多场代理

人战争ꎮ 冷战后ꎬ 美国以不同的借口ꎬ 纠集盟友在中东地区打了第一次、 第

二次海湾战争ꎮ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以来ꎬ 鉴于历史上的教训和大国政

策调整ꎬ 美国搞战略收缩ꎬ 俄罗斯实力受限ꎬ 欧洲无暇顾此ꎬ 中东似乎淡出

了大国战略视野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马

丁英迪克在 «华尔街日报» 发文ꎬ 认为 “中东不复重要”ꎮ
从大国战略竞技场ꎬ 到今天意兴阑珊的边缘之地ꎬ 西方大国的战略重点

似乎已不再聚焦中东地区ꎮ 然而ꎬ 他们在中东地区争霸的后果却依然存在ꎬ
古文明的辉煌在霸权主义的摧残之下ꎬ 其内生发展动力渐趋衰减ꎮ ２０１９ 年ꎬ

３

∗ 本文系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非洲研究院院长王灵桂研究员在 “第二

届中国与中东合作论坛: 深化友谊与创新发展” 开幕式上的演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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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人口占全球的 ７ １％ ꎬ 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仅 ２ ８１ 万亿美元ꎬ 只占全

球总量的 ３ ３％ ꎻ 经济增速为 １ ３％ ꎬ 远远低于全球 ３ ７％ 的平均增速ꎻ 贸易

只占全球总量的 ４ ７％ ꎻ 在美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ꎬ 在中东的份额仅占

１ ５％ ꎬ 贸易额仅占 ３ ７％ ꎮ 另外一组数字则触目惊心ꎮ ２０２０ 年ꎬ 联合国难民

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ꎬ 全球有 ２ ５９０ 万名难民ꎬ 是近 ７０ 年来的最高纪录ꎬ
导致难民数量激增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冲突、 战争威胁ꎬ 而难民主要来源地是

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 叙利亚、 利比亚、 索马里等国家ꎬ 其难民数量占全

球难民总数的 ６７％ ꎬ 其中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就多达 ６７０ 万ꎬ 占全球难民总数

的比例高达 ２５ ９％ ꎮ
可见ꎬ 求稳定求和平、 求发展求繁荣ꎬ 已成为中东人民的心之所想、 愿

之所求ꎮ 作为与古埃及文明、 两河文明并列的中华文明ꎬ 与中东人民心气相

连、 愿求一致ꎮ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ꎬ 有着 ５ ０００ 多年源远流长的文

明历史ꎬ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ꎮ 鸦片战争后ꎬ 中国逐步成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ꎬ 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尘ꎬ 中华民族遭受了

前所未有的劫难ꎮ 从那时起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最伟大的梦想ꎮ 也正是因为如此ꎬ 中国人民更加理解中东人民的所求所

愿ꎬ 也十分愿意携手中东人民走向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ꎮ
当前ꎬ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

刻调整ꎬ 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ꎬ 世界经济重心正在加快 “由西向东” 转移ꎬ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大大提高ꎬ 世界文明多样性更加

彰显ꎮ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中东国家横跨亚非大陆ꎬ 是全球能源

供给的核心地带ꎬ 中国与中东国家同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政治力量ꎮ 中国与

中东国家友谊源远流长、 历久弥新ꎬ 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ꎬ 中国与中东国家

人民的祖先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前列ꎬ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解放的斗争中并肩奋斗、 患难与共ꎬ 在各自国家建设事业中相互支持、 互利

合作ꎮ 作为历史上丝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之一ꎬ 中东国家身处 “一
带一路” 交汇地带ꎬ 是中国共建 “一带一路” 的天然合作伙伴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习

近平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ꎬ 提议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ꎬ
并提出 “１ ＋ ２ ＋ ３” 合作范式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中国政府公布首份 «中国对阿

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接着ꎬ 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了沙特阿拉伯、 埃及和伊

朗ꎬ 并在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了题为 «同舟共济克时艰ꎬ 命运

４



深化友谊　 共促发展　 推动中国与中东合作迈上更高水平　

与共创未来» 的演讲ꎬ 指出: “我们要抓住未来 ５ 年的关键时期共建 ‘一带一

路’ꎬ 确立和平、 创新、 引领、 治理、 交融的行动理念ꎬ 做中东和平的建设

者、 中东发展的推动者、 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 中东稳定的支持者、 中东民

心交融的合作伙伴ꎮ”①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交往经受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ꎮ
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艰难的时刻ꎬ 中东国家给予中方坚定支持ꎬ 沙特

阿拉伯、 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向中国提供医疗防护物资ꎬ 支持中国抗击疫情ꎬ
阿联酋、 埃及地标性建筑点亮中国红ꎬ 声援中国抗疫ꎮ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东

国家暴发后ꎬ 中国迅速采取行动ꎬ 向中东国家提供亟需的抗疫物资援助ꎬ 并

向阿尔及利亚、 伊拉克、 伊朗、 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ꎬ 帮

助中东国家建设医院、 新冠病毒检测实验室、 ＣＴ 检测室ꎮ 与此同时ꎬ 随着新

冠肺炎疫苗研发的成功ꎬ 中国与阿联酋、 土耳其、 埃及、 摩洛哥等多国在疫

苗合作方面也取得巨大进展ꎮ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ꎬ 中国和中东国家守望相助ꎬ 双方在联防

联控、 信息共享、 疫苗研发、 医药卫生等领域开展了高效合作ꎬ 用言行诠释

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真意ꎬ 树立了合作抗疫的全球典范ꎮ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ꎬ 在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上ꎬ 中国共产党和阿拉伯国家

６８ 个政党、 政治组织代表明确表示ꎬ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ꎬ 反

对将疫情政治化、 病毒标签化ꎬ 呼吁各国加强抗疫合作和政策协调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ꎬ 肯

定抗疫合作ꎬ 重申加强团结、 促进合作、 相互支持ꎬ 携手抗击疫情ꎬ 应对共

同威胁和挑战ꎮ
２０２１ 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１００ 周年华诞ꎮ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ꎬ 我们实

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ꎬ 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ꎬ 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ꎬ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ꎮ １００ 年来ꎬ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ꎬ 以 “为有

牺牲多壮志ꎬ 敢教日月换新天” 的大无畏气概ꎬ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

５

① «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ꎬ 外

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４６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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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恢宏的史诗ꎮ 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 创造的伟大事业、 取得的伟

大成就ꎬ 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 人类文明发展史册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百年英勇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ꎬ 中华民族迎来

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ꎮ 这个伟大成就和伟大进程ꎬ 也必然对既想保持自身独立、
又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强烈的启迪和示范效应ꎮ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ꎮ 消除战争ꎬ 实现和平ꎬ 是近代以后中国人

民最迫切、 最深厚的愿望ꎮ 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

承和发展ꎮ 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ꎬ 对和平有着孜

孜不倦的追求ꎬ 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ꎮ 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ꎬ 求的就

是稳定ꎬ 盼的就是天下太平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ꎬ 就把自己的命运和那

些求独立、 求解放、 求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ꎮ 特别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ꎬ 中国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ꎬ 形成了和平发展道路ꎬ 提

出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ꎬ 确立和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ꎬ
向世界做出了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扩张的庄严承诺ꎬ 强调中国始终是维护

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主持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指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ꎬ 必须有和

平的国际环境ꎮ 没有和平ꎬ 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ꎻ 没有发展ꎬ 中国

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ꎮ 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ꎬ 中国发展也是世

界的机遇ꎮ 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ꎬ 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

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ꎬ 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ꎬ 在中国与世界

各国良性互动、 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ꎮ 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ꎬ
绝不做损人利己、 以邻为壑的事情ꎬ 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 共同

发展的推动者、 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 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再次强调指出ꎬ 中国走和平发

展道路ꎬ 不是权宜之计ꎬ 更不是外交辞令ꎬ 而是从历史、 现实、 未来的客观

判断中得出的结论ꎬ 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ꎮ 和平发展道路对中

６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

发展道路的基础»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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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利ꎬ 对世界有利ꎬ 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

通的道路ꎮ①

当今世界ꎬ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成为时代潮流ꎬ 旧的殖民体系已经

土崩瓦解ꎬ 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ꎬ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

单独主宰世界事务ꎻ 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ꎬ
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逐渐形成ꎬ 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

发展的方向发展ꎻ 各国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ꎬ 越来越成为你

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ꎬ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证明建立人类命运和

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ꎬ 是有着时代先见之明的伟大号召ꎮ 但是ꎬ 这个世界

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ꎬ 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ꎬ 地区热点此起彼

伏ꎬ 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ꎬ 网络安全、 恐怖主义等威

胁相互交织ꎬ 维护和平和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ꎮ 习近平主席指出ꎬ 面对

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ꎬ 任何国家和集团的思

维ꎬ 都无法也不能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ꎬ 停留在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

的老框框内ꎬ 而是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让

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 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共同享受安全保障ꎬ 世

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ꎮ 正是基于以上坚定认识和深刻洞察ꎬ 习

近平主席首倡了以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为

核心内容ꎬ 以讲信修睦、 合作共赢、 守望相助、 心心相印、 开放包容为基本

理念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ꎮ
当前ꎬ 中东地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动大调整ꎬ 中东人民正在自主

探索变革ꎮ 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战ꎬ 需要我们弘扬丝路精神ꎬ 为发

展增动力ꎬ 为合作添活力ꎮ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共建 “一带一

路” 有望帮助全球 ７６０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 ３ ２００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１ 年年会开幕式上ꎬ 作了题为 «同
舟共济克时艰ꎬ 命运与共创未来» 的视频主旨演讲ꎮ 他强调: “一带一路” 是

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ꎬ 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ꎮ 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

以加入进来ꎬ 共同参与、 共同合作、 共同受益ꎮ 共建 “一带一路” 追求的是

７

①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ꎬ 载习

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６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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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ꎬ 崇尚的是共赢ꎬ 传递的是希望ꎮ 面向未来ꎬ 我们将同各方继续高质量

共建 “一带一路”ꎬ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 弘扬开放、 绿色、 廉洁理念ꎬ 努

力实现高标准、 惠民生、 可持续目标ꎮ① 将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系

(已在阿联酋、 土耳其开展疫苗联合生产)、 建设基础设施 “硬联通” 以及规

则标准 “软联通” 相结合的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建设更紧密的绿色

发展伙伴关系、 建设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系ꎮ
无论是实现现代化ꎬ 还是合作抗疫ꎬ 友谊与创新将是我们合作永远的主

题ꎮ 因此ꎬ 站在时代发展的关键期ꎬ 如何深入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ꎬ 推

进中国和中东合作迈向更高水平ꎬ 科研机构和智库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

作用ꎮ
一是致力于科技创新和合作ꎮ 历史经验表明ꎬ 科技创新是改变生活方式

和世界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ꎮ 面对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的深刻调整ꎬ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ꎬ 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ꎮ 中

东国家也确立 “智慧化” 为新的经济发展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埃及宣布 “２０３０ 愿

景” 战略ꎬ 提出建立一个形成创造性和创新性的社会ꎮ 沙特阿拉伯也推出

“２０３０ 愿景” 和 “国家转型计划”ꎬ 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其中重要内容ꎮ
阿联酋在 “２０７１ 百年计划” 中提出 “打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结构”
的发展目标ꎮ 土耳其则是 “围绕人力资本、 研发支持和创新、 数据和技术基

础设施、 经济融合等六个优先领域设计国家人工智能战略ꎮ” 过去几年来ꎬ 中

国与中东国家在智慧城市、 “５Ｇ” 技术、 人工智能、 电子商务、 大数据、 区

块链、 远程医疗等领域打造了许多新的合作亮点ꎬ 为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培育

更多新动能ꎮ 展望未来ꎬ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也将会继续

深化发展ꎮ
二是致力于文明交流和互鉴ꎮ 习近平主席指出: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ꎬ 因

交流而互鉴ꎬ 因互鉴而发展”ꎮ② 尽管受到疫情的影响ꎬ 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

间里ꎬ 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层面ꎬ 通过线上等形式ꎬ 与中东国家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交流活动ꎬ 对于促进中国与中东国家增进互信发挥了很好的作用ꎮ

８

①

②

习近平: «同舟共济克时艰ꎬ 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２１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

频主旨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ꎮ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ꎬ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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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学术交流与智库合作增进了解、 建立共识ꎬ 是落实 “一带一路” 民心相

通的重要内容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军机构ꎬ 也是党中

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同中东国家的智库

机构、 研究机构、 高校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ꎬ 为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人文

交流贡献力量ꎮ
三是致力于安全稳定与发展并举ꎮ 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ꎬ 国

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 最普遍的愿望ꎮ 而域外大国的频繁干涉ꎬ 特别是

美国单边霸凌式的中东政策成为撬动地区不稳定的核心变量ꎬ 给中东地区和

平与发展带来了安全隐患ꎮ 竞争与对抗、 冲突与矛盾ꎬ 也成为阻碍中东国家

经济发展、 人民福祉提升的重要阻碍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至 ３０ 日ꎬ 中国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对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 伊朗、 阿联酋、 巴林进行正式

访问并工作访问阿曼期间ꎬ 提出了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ꎬ 包括倡导

相互尊重、 坚持公平正义、 实现核不扩散、 共建集体安全、 加快发展合作等

五方面内容ꎮ 中国与中东国家也计划在 ２０２１ 年年内召开中东安全论坛ꎮ 安全

是发展和合作的必要基础ꎬ 在 “平等相待ꎬ 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ꎬ 中国与中

东国家共建集体安全ꎬ 中国在推动中东地区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ꎬ 也是国

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调整提出的现实要求ꎮ
四是致力于学术交流机制化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

高端智库、 中国非洲研究院与阿联酋沙迦大学共同主办的 “新冠疫情下中国

与中东合作: 传统友谊与共创未来” 线上论坛ꎬ 是一次学术盛会ꎬ 得到了包

括政府和学界各方的高度评价ꎮ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ꎬ “第二届中国与中东合作

论坛: 深化友谊与创新发展” 学术研讨会的召开ꎬ 标志着我们之间的交流进

入了新的阶段ꎬ 也必将产生新的成果ꎮ 这次论坛的召开ꎬ 再次证明中国与中

东国家合作的必要性与迫切性ꎮ 各方希望 “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论坛” 能够

定期举行ꎬ 实现机制化ꎬ 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提供智力支撑ꎮ 在此ꎬ 希望

与会各方积极就此建言献策ꎬ 努力搭建中国和中东合作的高端智库交流平台ꎬ
让有志于发展中国与中东国家友好关系的朋友们并肩前行ꎬ 以更多更好的研

究成果助推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不断发展、 不断造福双方人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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