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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合作

伙伴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之时ꎬ 正逢中东地区发生剧烈动荡、 亟需

恢复政治经济秩序、 谋求发展之时ꎮ 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报道强

度指数和正面报道指数显示ꎬ 阿拉伯媒体对于 “一带一路” 的报道经

历了从少到多、 由浅入深的变化ꎬ 且以正面报道为主ꎮ 中阿双边合作机

制、 中阿双方高层互访、 中阿经贸合作等因素对于提高阿拉伯媒体对

“一带一路” 的关注度和正面报道比例都具有积极作用ꎮ 进一步突出中

阿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成就ꎬ 对阿拉伯各国的不同诉求做出回应ꎬ 并加

强对重点国家的宣传ꎬ 将有助于中国巩固和提升 “一带一路” 倡议在阿

拉伯世界的认可度ꎬ 从而为推动中阿共建 “一带一路” 创造有利条件ꎮ
关 键 词　 舆情研究　 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报道强度指

数　 正面报道指数

作者简介　 黄慧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ꎬ 中国在阿拉伯世界的经济、 政治影响力

不断扩大ꎮ 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下ꎬ 向西开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

举措ꎮ 中阿合作论坛、 中阿博览会作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平台和框架ꎬ
为中阿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分别提出建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战略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特色科研项目 “国际媒体倾向性指数” (ＴＳ３ － ０５) 阶段性成果ꎬ 并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ＣＸＴＤ６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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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想ꎮ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后ꎬ 中阿关系的发展被纳入了更宏大的战略

框架ꎮ
２０１０ 年年底以来ꎬ 中东地区发生政局动荡ꎬ 部分阿拉伯国家和民众曾对

中国在动荡发生以来的一些立场ꎬ 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表态不理解ꎮ 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ꎬ 中国奉行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正在逐步得到阿拉伯各国的肯

定ꎮ 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恢复和民生需求也为中国企业 “走出去” 带来了新的

契机ꎮ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ꎬ 为中阿双方在长期友好合作的历史关系的基

础上ꎬ 进一步深化、 拓展合作带来了新机遇ꎬ 有利于中阿关系的长期健康

发展ꎮ
在此背景下ꎬ 对阿拉伯媒体有关 “一带一路” 的报道进行追踪、 分析ꎬ

有利于及时把握阿拉伯国家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ꎬ 了解阿拉伯世界对

于 “一带一路” 下期望开展合作的若干重点领域ꎬ 并通过适当回应以助推

“一带一路” 倡议在阿拉伯世界的顺利实施ꎮ
本文借助道琼斯公司开发的数据库 (Ｆａｃｔｉｖａ)ꎬ 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ꎮ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为考察起点ꎬ 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为终点ꎬ 研

究 ２０１３ 年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ꎬ 阿拉伯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的发展变

化ꎬ 分析其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和反应ꎮ
本文提供的检索数量基于道琼斯公司数据库收录的媒体信息ꎬ 未进入该

数据库的阿拉伯媒体不纳入统计范围ꎮ 数据库涵盖了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约 ５００
家主要媒体ꎬ 其中包括各国的国家通讯社ꎬ 以及半岛电视台、 «金字塔报»、
«中东报» 等知名媒体ꎬ 兼具广泛性和代表性ꎮ 在设定检索关键词时ꎬ 为全面

覆盖相关样本ꎬ 笔者选择了相关主题中具有代表性的阿拉伯语单词ꎬ 并考虑

到其在阿拉伯语中的各种变化形式ꎮ 在检索数据库的过程中ꎬ 使用了不同的

检索条件ꎬ 并对不同条件下的检索结果进行了比对ꎬ 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最有

效的检索条件ꎬ 尽可能减小搜索的误差范围ꎮ
此外ꎬ 本研究的分析并不针对单一指标ꎬ 而是基于广泛样本的比照研究ꎬ

通过相关指数进行分析ꎮ 根据检索所得数据ꎬ 设定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报道强度指数、 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正面报道指数ꎬ 并对其进行剖析ꎬ
以得出变化规律ꎮ 与对单一指标进行分析的方式相比ꎬ 这一研究方法更能体

现趋势性变化ꎮ 在指数研究的基础上ꎬ 对相关报道内容进行解读ꎬ 总结报道

的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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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媒体对 “一带一路” 的报道强度指数

将考察时段限定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以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

数量为参照ꎬ 设定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报道强度指数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ｄｅｘ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英文简称 “ＢＡＲＲＩ － Ｓ”)ꎬ 可对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

路” 关注度的变化进行动态分析ꎮ 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某一考察时段报

道强度指数ꎬ 即指有关中国报道中涉及 “一带一路” 的报道数量在阿拉伯媒

体有关中国报道总数量中所占的比重ꎮ
(一) 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

阿拉伯涉华报道是本研究的参考基点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之后ꎬ 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总体呈显著增长之势ꎮ 该结论来自于两方

面数据的比较ꎬ 首先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期间报道量的变化ꎬ 其次

是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的报道量与 ２０１１ 年的对比ꎮ
在道琼斯公司数据库中设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这一时间段ꎬ 选

择数据库所包含的阿拉伯国家全部媒体ꎮ 借助数据库的检索条件设定功能ꎬ
得出阿拉伯媒体 ３ 年期间有关中国报道的总量为 ５４ ７５７ 篇①ꎮ 其中 ２０１３ 年为

１６ ９６４ 篇ꎬ ２０１４ 年为 １８ ０７６ 篇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报道量为 １９ ７１７ 篇ꎮ 从数量上看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呈逐年递增趋势 (参见图 １)ꎮ ２０１４ 年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了 ６ ６％ ꎬ ２０１５ 年较 ２０１４ 年增长了 ９ １％ ꎮ

图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 (单位: 篇)

如果将考察起点回溯到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以 ２０１１ 年的报道量为参照ꎬ 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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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阿拉伯媒体年度报道量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 (参见

图 ２)ꎮ ２０１１ 年ꎬ 阿拉伯媒体有关中国报道的总量为 ９ ６７０ 篇ꎮ 与 ２０１１ 年相

比ꎬ ２０１３ 年的增长率为 ７５％ ꎬ ２０１４ 年的增长率为 ８７％ ꎬ ２０１５ 年的增长率

为 １０４％ ꎮ

图 ２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年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 (单位: 篇)

中东变局是引起考察期间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和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分别是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的低谷和高峰ꎮ 在这

两个时间段内ꎬ 中东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ꎮ ２０１０ 年年底开始ꎬ 阿拉伯世界多

个国家的政局出现动荡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中下旬ꎬ 埃及、 也门爆发大规模反政府

游行示威ꎬ 随即发生政治动荡ꎻ ２ 月 １１ 日ꎬ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ꎻ ２ 月

１７ 日ꎬ 利比亚内战爆发ꎮ 在地区局势恶化的情况下ꎬ 阿拉伯媒体的关注重点

为内部问题ꎬ 关于中国的报道量明显不足ꎬ 仅有 １１７ 篇ꎮ
进入 ２０１２ 年ꎬ 多个阿拉伯国家已经完成了政权更迭ꎬ 中东变局向深入发

展ꎮ 中国等大国对于中东局势的态度成为阿拉伯媒体报道的一个关注点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表决ꎮ 当年 ２ 月至 ３ 月ꎬ 阿拉

伯媒体涉华报道量达到了一个高峰ꎮ 中方的表态最初引起了短期的争议ꎬ 但

中方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积极促进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努力有目共睹ꎮ
中方提出的适时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建议获得了多方好评ꎮ 在多重因

素的作用下ꎬ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达到了 ２ ６９９ 篇ꎮ
中方推动中阿关系发展的积极作为是提升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量的另一

个因素ꎮ 在报道量最少的 ２０１１ 年ꎬ ７ 月以后的报道量明显高于之前的月份ꎬ
这与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组委会会议当年 ７ 月在北京召开有一定关系ꎮ 中阿

合作论坛、 中阿经贸论坛 － 中阿博览会等会议召开时ꎬ 阿拉伯媒体涉华报道

量通常出现明显增长ꎮ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ꎬ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持续不断ꎬ 转型期的阿拉伯国家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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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恢复政治秩序、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和治

国理政经验ꎬ 为阿拉伯国家所关注ꎮ 中阿之间逐年攀升的贸易额为阿拉伯国

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使中阿关

系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契机ꎮ 上述因素综合之下ꎬ ２０１３ 年以来阿拉伯媒体涉华

报道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ꎮ
(二) 阿拉伯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报道量

以 “一带一路” 在阿拉伯语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式为关键词ꎬ 在涉华报

道检索结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检索ꎬ 可以得出阿拉伯媒体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报道量为 １ １０８ 篇ꎮ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刚刚提出的

２０１３ 年ꎬ 阿拉伯媒体对于该主题的报道较少ꎬ ２０１４ 年的报道量有了显著增

长ꎬ ２０１５ 年保持了增长趋势 (参见图 ３)ꎮ 图 ２ 和图 ３ 趋势图显示ꎬ 阿拉伯媒

体 “一带一路” 报道量的变化与涉华媒体报道量的变化一致ꎮ 这表明中东局

势和中国的中东政策也影响了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报道量ꎮ

图 ３　 ２０１３年 ９月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报道量变化趋势 (单位: 篇)

(三) 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报道强度指数趋势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报道强度指数的波动 (参见图 ４) 体现出 ４
个特征:

第一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阿拉伯媒体对 “一带一路” 报道强度指数明显上升ꎮ
２０１４ 年是 “一带一路” 报道强度指数的转折点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报道强度指数月均

指数为 ０ ００３ꎬ ２０１４ 年为 ０ ０２１ꎬ ２０１５ 年为 ０ ０３５ꎮ 报道强度指数与 “一带一

路” 报道量变化趋势一致ꎬ 均以 ２０１４ 年为转折点ꎮ 这表明ꎬ 阿拉伯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的报道不仅本身数量在逐渐增加ꎬ 其在阿拉伯媒体关于中国报道

中的比重也在加大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和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和 ２ 月ꎬ 报道强度指数

出现过 ４ 次低值ꎮ 低值均出现在高值之后ꎬ 代表了报道密集期之后的缓冲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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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ꎬ 低值的出现也与中阿双边外交、 经贸互动的情况有关ꎮ 从总体趋

势看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阿拉伯媒体有关 “一带一路” 报道的强度呈不断上升

态势ꎮ

图 ４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阿拉伯媒体“一带一路”报道强度指数

第二ꎬ 中阿双边合作机制助推指数升高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是考察期间内报道

强度指数显著升高的节点ꎮ 当月ꎬ 迪拜举行了阿联酋 － 中国论坛、 第八届中

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 “丝绸之路经济带” 国际论坛ꎮ 关于这些活动的报道

大多将 “一带一路” 的相关信息纳入其中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报道强度指数达到 ０ ０５４ꎬ 为考察时间段内的第一次高点ꎬ

较上个月增长了 ３１９％ ꎬ 高于考察期平均指数 １２１％ ꎮ 当月ꎬ 适逢中阿合作论

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ꎬ 并发表

了题为 «弘扬丝路精神ꎬ 深化中阿合作» 的重要讲话ꎬ 提出以共建 “丝绸之

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为新机遇、 新起点ꎬ 不断深化全面合

作、 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ꎬ 争取把中阿贸易额提升至 ６ ０００ 亿美元ꎮ
中阿双方还决定把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定为中阿友好年ꎬ 举办一系列友好交流

活动ꎮ 当月ꎬ 福建省泉州市举行了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城市论坛ꎬ 发出建立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 的倡议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报道强度指数达到

０ ０７６ꎬ 为考察期最高点ꎬ 高于考察期平均值 ２１２％ ꎮ 当月ꎬ 中国 － 阿拉伯国

家博览会在宁夏银川召开ꎮ 上述事实表明ꎬ 中方的积极举措促成了报道强度

指数的上扬ꎮ
第三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高层互访对指数的正向影响显著ꎮ 频繁的高

层互访也是促成报道强度指数上扬的一个因素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中阿互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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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ꎬ 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宫廷事务大臣纳赛

尔萨巴赫亲王ꎻ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代表团访问约旦沙迦投资发展局ꎬ 并

参加第八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ꎻ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访问阿联酋、 约

旦ꎻ 外交部亚非司司长陈晓东访问阿盟总部和埃及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主

席特使、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访问埃及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商务部部长

高虎城率中国政府经贸代表团出席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办的埃及经济发展

大会ꎮ
最显著的例子是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的报道强度指数为 ０ ０４ꎮ 当月ꎬ 阿拉伯媒

体提及 “一带一路” 的报道多与埃及总统访华相关ꎮ 访华期间ꎬ 塞西表达了

对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支持ꎬ 中埃双方共同签署了 «中埃关于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ꎮ 以 «金字塔报» 为代表的埃及媒体对塞西访华进

行了深入报道ꎮ 阿拉伯媒体敏锐地把握到 “一带一路” 对于中埃关系发展的

影响力ꎬ 在相关报道中对 “一带一路” 进行了解读和分析ꎮ

阿拉伯媒体对 “一带一路” 的正面报道指数

在检索获得阿拉伯媒体有关 “一带一路” 报道的基础上ꎬ 筛选其中的正

面报道ꎬ 再以 “一带一路” 报道量为分母ꎬ 以其中的正面报道为分子ꎬ 可以

获得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正面报道指数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Ｉｎｄｅｘ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ꎬ 英文简称 “ＢＡＲＲＩ － Ｐ”)ꎮ 该指数体现正面报道占所有报道比重的变

化ꎬ 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指数波动的因素ꎬ 我们可以发现阿拉伯媒体对于

“一带一路” 报道倾向的变化规律ꎮ 根据上述时间段内每个月的正面报道指

数ꎬ 从而得出其变化曲线 (参见图 ５)ꎮ 在考察时间段内ꎬ 正面报道指数表现

出三方面特征:

图 ５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阿拉伯媒体“一带一路”报道正面指数

２５１



阿拉伯媒体的 “一带一路” 报道倾向研究　

(一) 阿拉伯媒体 “一带一路” 报道正面指数稳定保持高位

与报道强度指数不同ꎬ 在考察时间段内正面报道指数始终处于高水平ꎬ
平均值达 ０ ８３ꎮ 这表明ꎬ 阿拉伯媒体对涉及 “一带一路” 相关主题的报道态

度始终是积极的、 正面的ꎬ 无论报道量如何改变ꎬ 报道的倾向并无大的波动ꎮ
(二) 正面报道指数与报道强度指数的增长趋势总体一致

促使报道强度指数升高的因素对于提高正面报道指数同样有效ꎮ 在考察

时间段内ꎬ 正面报道指数与报道强度指数都呈上升趋势ꎬ 例如在报道强度指

数高企的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和 １２ 月ꎬ 正面报道指数也达到高点ꎬ 分别为 ０ ９１ 和

０ ９３ꎻ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和 １２ 月ꎬ 正面指数也与强度指数一致ꎬ 达到高点ꎬ 分别为

０ ９２ 和 ０ ９３ꎮ 这表明ꎬ 随着阿拉伯媒体不断涉及 “一带一路” 的话题ꎬ 阿拉

伯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的和平、 发展、 互利、 共赢的理念的理解也在不断

加深ꎬ 阿拉伯媒体对于 “一带一路” 可能带来的发展机遇有着乐观的预期ꎮ
更重要的是ꎬ 与报道强度指数波动的幅度相比较ꎬ 正面报道指数更显稳

定ꎮ ２０１３ 年的报道强度平均指数为 ０ ００３ꎬ 分别低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平均

指数 ８６％和 ９１％ ꎮ ２０１３ 的正面报道平均指数为 ０ ７７ꎬ 也低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平均指数ꎬ 但差距均仅为 ９％左右ꎮ ２０１５ 年则比 ２０１４ 有轻微增长ꎬ 总体

基本持平ꎮ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ꎬ 正面报道指数与报道强度指数持续保持较高水

平在一定程度上证明ꎬ “一带一路” 这一话题对于提升阿拉伯媒体对华正面报

道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三) 经贸合作报道拉高指数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是涉及 “一带一路” 正面报道中高频出现

的主题ꎮ “一带一路” 已成为探讨中阿经贸合作的新的热点词汇ꎮ
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３ 月ꎬ 正面报道指数高达 １ꎬ 即所

有报道均为正面报道ꎮ 报道中涉及了中阿博览会、 科威特对华投资等主题ꎮ
由于这 ４ 个月的报道量均超过 １０ 篇ꎬ 且主要集中于某一主题ꎬ 报道的相似程

度高ꎬ 从而使得正面报道指数达到最高值ꎮ 更具参考性的是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７ 月、 ９ 月、 １２ 月ꎬ 这 ６ 个月的正面报道指数值均在 ０ ９
以上ꎬ 处于峰值ꎮ 这 ４ 个月的报道量均在 ４０ 篇以上ꎬ 样本更广泛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的正面报道涉及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拓展经贸关系的预期以及中

国有关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等主题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的正面报道涉

及了石油贸易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地位、 中国与阿联酋的经贸关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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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行在阿布扎比分行的运营情况等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阿拉伯媒体以中阿博览

会为主题ꎬ 对 “一带一路” 倡议进行了广泛解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阿拉伯媒

体回顾了 １ 年来中阿经贸合作取得的成果ꎮ
另外ꎬ 在阿拉伯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的正面专题报道中ꎬ 也谈到了大

量的经贸问题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中东报» 的专题报道 «中国向西建设新丝绸

之路»ꎬ 在谈及 “一带一路” 的意义时ꎬ 提及了其中蕴含的投资和贸易机会ꎬ
以及中方希望以此加强与相关国家经贸关系的愿望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中东报»
的另一篇专题报道 «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重获新生»ꎬ 评价了中国在中东地区

迅速增长的经济影响力ꎬ 分析了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增强的三方面原因ꎬ 即:
中国对于中东地区石油的需求ꎻ 中方拉动出口、 增强与中东国家贸易关系的

愿望ꎻ 发展更密切的金融关系的诉求ꎬ 即推动人民币成为新丝绸之路沿线国

家的贸易结算货币ꎮ 文章回顾了丝绸之路的历史ꎬ 提出了希望新丝绸之路推

动中东国家实现长期的繁荣与富强的愿景ꎮ②

阿拉伯媒体对 “一带一路” 报道的内容解读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阿拉伯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的报道共计

１ １０８ 篇ꎬ 正面报道指数保持在较高水平ꎮ 这表明ꎬ 阿拉伯媒体对于 “一带一

路” 报道以正面积极为主ꎮ 根据正面报道指数平均值显示ꎬ 约有 ８３％ 的报道

为正面报道ꎮ 通过对剩余报道进行负面关键词检索ꎬ 并结合人工解读ꎬ 可以

得出ꎬ 中性报道约占 １２％ 以上ꎬ 负面报道不足 ５％ ꎮ 正面报道主要反映了阿

拉伯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可和期待ꎮ 中性报道主要是对事件的客

观描述ꎮ 负面报道很少ꎬ 反映了阿拉伯国家的某些忧虑ꎬ 但这些报道措辞并

不激烈ꎬ 且并非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本身的批评ꎬ 而是对 “一带一路” 建

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关切ꎮ
(一) 阿拉伯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主要期待

第一ꎬ 弘扬丝路价值ꎬ 加强文明对话ꎮ 阿拉伯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的

报道认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ꎮ 在阿拉伯媒体涉及 “一带一路” 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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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西建设新丝绸之路»ꎬ 载 [沙特] «中东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ꎮ
«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重获新生»ꎬ 载 [沙特] «中东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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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有不少文章都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进行了回顾ꎬ 评价了古代丝绸之路

对于中阿关系发展的历史意义ꎬ 指出了 “丝绸之路” 概念的文化意义ꎬ 肯定

了中阿之间因丝绸之路而结下的历史情谊ꎮ
媒体对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沙特王储萨勒曼本阿卜杜阿齐兹访华的相关报

道中提到了沙特对于中国提出建设 “一带一路” 构想的赞赏ꎬ 以及与中方一

道加强中沙双边关系的愿望ꎻ① 认为沙特处于海陆丝绸之路的交汇点ꎬ 这一地

理位置将给两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新的契机ꎬ 双方应共同努力ꎬ 弘扬古

代丝绸之路的价值ꎬ 造福中沙、 中阿人民ꎮ②

媒体对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相关报道提到ꎬ 巴林

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ꎬ 以弘扬团结了亚洲与

欧洲国家的历史价值ꎬ 这种历史价值促使不同文明之间进行货物、 人员、 思

想和文化的交流ꎬ 推动经济发展ꎬ 加强文明对话ꎬ 避免文明冲突ꎮ③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科威特 «祖国报» 刊登的 «中国致力于复兴 “丝绸之路”»
一文开篇便指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ꎬ ‘丝绸之路’ 曾对众多古代文明的

繁荣产生深刻影响ꎬ 例如中华文明、 埃及文明、 印度文明和罗马文明ꎮ ‘丝绸

之路’ 包括了多条路线ꎬ 商队船只穿梭而过ꎬ 带来了商业繁荣ꎮ 历经几个世

纪的废弃ꎬ 复兴古代丝绸之路ꎬ 构建大型自由贸易区域的构想重生ꎮ 这一构

想将促进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的持续发展ꎮ”④

第二ꎬ 提升中阿战略合作关系ꎮ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阿关系发展的结合点

是阿拉伯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ꎮ 阿拉伯媒体对于中阿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 的

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均有所探讨ꎬ 尤其是对于 “一带一路” 促进双方的交流与

对话、 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促进中阿之间建立新型战略合作关系抱有期待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期间ꎬ 阿拉伯媒体报道

了阿拉伯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回应ꎮ 其中ꎬ 约旦新闻社报道了阿盟

秘书长阿拉比对于 “一带一路” 的评价ꎮ 阿拉比肯定了 “一带一路” 对于促

进双方发展ꎬ 加强双方交流合作的作用ꎬ 认为恢复丝绸之路将会加深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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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和中国强调加强战略合作关系ꎬ 进一步加强两国高层互访»ꎬ 载 [沙特] «中东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中沙关系: 从丝绸之路到石油大门»ꎬ 载 [沙特] «中东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ꎮ
«哈利德本阿卜杜拉称赞亚信峰会准备精心»ꎬ 载 [巴林] «海湾新闻»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ꎮ
«中国致力于复兴 “丝绸之路”»ꎬ 载 [卡塔尔] «祖国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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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关系ꎬ 惠及所有阿拉伯国家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 第三届阿拉伯艺术节在北京召开期间ꎬ 相关报道进一步对

“一带一路” 的意义做出如下评价: “ ‘一带一路’ 具备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稳定对话将积极推动双方相互理解ꎬ 加深

双方友谊ꎬ 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中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新型战略合作

关系ꎮ”②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埃及 «金字塔报» 的评论文章 «互利共赢是中阿合作的基

石» 提到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一带一路’ 构想是一条现代丝绸之路ꎬ 将

把中国梦和阿拉伯梦连接在一起ꎬ 为现有的战略合作提供了新的理念ꎬ 为完

成双方共同的目标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建设 ‘一
带一路’ 并非空洞的理想ꎬ 而是经中方慎重研究ꎬ 具有可行性的方案ꎬ 阿拉

伯国家应当做出清晰的回应ꎮ”③

第三ꎬ 深化区域合作与一体化ꎮ 阿拉伯媒体对 “一带一路” 对于中国与

沿线国家开展区域合作ꎬ 加强经济一体化的作用进行了评价ꎮ 相关报道关注

到ꎬ “一带一路” 是中国全面开放的新模式ꎬ 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ꎬ 中国

将在西部地区布局新的经济发展区域ꎬ 东亚太平洋地区与欧洲之间将形成新

的经济圈ꎬ 这将是全球最长的经济走廊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期间ꎬ 卡塔尔媒体的相关报

道提到: “复兴古丝绸之路ꎬ 将给亚洲国家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ꎬ 实

现经济、 社会全面崛起ꎬ 促进亚洲经济合作和一体化ꎮ”④ 同月的另一篇报道

引述了科威特副首相哈利德扎拉哈萨巴赫的观点ꎬ 认为这一构想能够加

强亚洲大陆的合作与一体化ꎬ 实现经济复苏与发展ꎮ⑤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黎巴嫩媒体的一篇报道引述了约旦塔拉勒阿布格扎勒

集团主席对于加强 “一带一路” 沿线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 “一带一路” 国家

商品展、 建立丝绸之路文化科技委员会的建议ꎮ 塔拉勒阿布格扎勒认为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是经济互补、 平等互利、 全面可持续发展、 提升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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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比: 丝绸之路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之路»ꎬ 约旦新闻社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ꎮ
«阿拉伊吉出席中阿文化部长论坛: 中阿合作加深理解ꎬ 巩固关系»ꎬ 黎巴嫩国家新闻通讯社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ꎮ
«互利共赢是中阿合作的基石»ꎬ 载 [埃及] «金字塔报»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５ 日ꎮ
«卡塔尔将致力于维护亚洲和平与发展»ꎬ 载 [卡塔尔] «祖国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哈利德扎拉哈萨巴赫强调科威特重视亚洲事务»ꎬ 科威特新闻通讯社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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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ꎬ 将会促成中阿之间经济一体化”ꎮ①

第四ꎬ 关注中国对于中东热点问题的参与ꎮ 从宏观看ꎬ 阿拉伯媒体对于

中国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表示赞赏ꎮ 例如黎巴嫩 «日报» 的专稿 «老友

聚宁夏ꎬ 植根历史ꎬ 开创未来ꎬ 新丝绸之路开创中阿关系新机遇» 提到ꎬ “丝
绸之路的精神体现在尊重别国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ꎬ 坚持对话和交流ꎬ 避免

冲突和对抗ꎬ 反对任何试图改变中东政治版图的举动”②ꎮ
从微观看ꎬ 阿拉伯媒体关注中国对于中东热点问题的态度ꎬ 包括巴勒斯

坦问题ꎬ 以及中东变局发生以来的新热点ꎬ 如叙利亚问题等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有多篇报道谈及了叙利亚对于中国参与叙利亚重建、 加强中国与叙利亚经济

关系、 拓展新的合作空间的期望ꎮ 又如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阿联酋新闻通讯社 «中
国提出解决巴勒斯坦 － 以色列冲突倡议ꎬ 向巴勒斯坦提供 １５０ 万美元援助»
的报道ꎬ 对中方提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建议表示赞同ꎬ 同时提到了阿方准

备积极配合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并与中方保持沟通ꎮ③

(二) 阿拉伯媒体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忧虑

第一ꎬ 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在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过

程中ꎬ 中、 美政治、 经济关系的走向是阿拉伯媒体的重要关注点ꎮ 从政治角

度看ꎬ 一些报道谈到ꎬ 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代表着中国外交的 “西
进” 倾向ꎮ 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过程中ꎬ 中东地区在中国外交中的重

要性将获提升ꎬ 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会与长期以来将中东作为外交重点的美国

发生交集ꎮ 中美之间能否形成和谐且有利于中东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关系ꎬ 是

有待回答的问题ꎮ
一些报道基于经济角度指出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计划是中国尝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举措ꎮ “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下ꎬ 中国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ꎮ”④ 阿拉伯媒体认为ꎬ 中国的举措对

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英、 法、 德等发达国家均产生了吸引力ꎬ 这使得美国陷入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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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塔拉勒阿布格扎勒呼吁制定 ２０１５ 至 ２０４０ 中阿经济战略合作计划»ꎬ 黎巴嫩国家新闻通

讯社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９ 日ꎮ
«老友聚宁夏ꎬ 植根历史ꎬ 开创未来ꎬ 新丝绸之路开创中阿关系新机遇»ꎬ 载 [黎巴嫩] «日

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ꎮ
«中国提出解决巴勒斯坦 － 以色列冲突倡议ꎬ 向巴勒斯坦提供 １５０ 万美元援助»ꎬ 阿联酋新闻

通讯社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 日ꎮ
«中国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ꎬ 载 [约旦] «明天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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尬境地ꎮ 中美在此问题上如何相互协调也是 “一带一路” 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之一ꎮ
第二ꎬ 中国如何拓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领域? “一带一路” 倡议能否在

传统能源合作之外ꎬ 有效开拓中阿合作的新领域ꎬ 惠及不同国情的阿拉伯国

家ꎬ 也是阿拉伯媒体关心的问题之一ꎮ
海湾国家一些媒体的报道提出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保障

能源安全ꎮ 阿拉伯国家是中国主要的原油进口国ꎬ 能源合作显然将是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领域ꎮ
其他阿拉伯国家媒体的关注点则有所不同ꎮ 例如ꎬ 埃及媒体较为关注

“一带一路” 倡议与埃及本国的经济复兴计划 “新苏伊士运河项目” 之间的

契合度ꎮ 埃及媒体起初曾对 “一带一路” 倡议与苏伊士运河发展计划可能存

在竞争抱有疑虑ꎬ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埃及媒体开始关注两者的互补性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埃及总统塞西访华期间的报道ꎬ 提到了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发展

计划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存在一致性ꎮ① 约旦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中国

对约旦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以及中约之间的技术合作ꎮ 巴勒斯坦则主要关注

中国对该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ꎮ
第三ꎬ 如何应对跨境恐怖主义威胁? 阿拉伯媒体还关注到恐怖主义可能

对 “一带一路” 倡议产生的影响ꎮ 阿拉伯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的报道提及

了亚洲不断抬头的恐怖主义威胁、 “伊斯兰国” 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以及恐

怖主义网络动员等问题ꎬ 特别强调了跨境恐怖主义对于地区安全的影响ꎮ

加强对阿拉伯国家宣传 “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议

由于中阿关系中的重要问题ꎬ 如政治、 外交、 经贸等都被纳入了 “一带

一路” 倡议范畴ꎬ 所以自该倡议提出以来ꎬ 阿拉伯媒体对该话题的涉及有了

显著增加ꎮ 总体而言ꎬ 阿拉伯媒体对于 “丝绸之路” 的历史价值与中方有共

识ꎬ 肯定了 “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ꎬ 认可 “一
带一路” 是和平之路、 发展之路ꎬ 对 “一带一路” 的报道能够做到客观公正ꎬ
且倾向积极ꎮ 这样的舆论环境有利于中国在阿拉伯世界推动这一战略构想ꎮ
考虑到阿拉伯国家对于中国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的重要意义ꎬ 针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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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塞西接见中国外交部长»ꎬ 载 [埃及] «金字塔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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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媒体相关报道的特征ꎬ 在进一步向阿拉伯国家宣传 “一带一路” 倡议的

过程中ꎬ 我们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外交推动ꎬ 经贸引领

从阿拉伯媒体有关 “一带一路” 报道的变化规律看ꎬ 高层互访和经贸合

作是提高阿拉伯媒体对于 “一带一路” 正面报道的两大要素ꎮ 因此ꎬ 中方在

未来的宣传中仍可突出上述两大主题ꎬ 并将 “一带一路” 的内涵、 中阿双方

合作共赢的机遇、 双方经贸合作的互补领域进一步具体化ꎬ 以保持阿拉伯国

家对于 “一带一路” 倡议的积极态度和期待ꎮ
(二) 因势利导ꎬ 因地制宜

阿拉伯媒体关于 “一带一路” 的报道显示ꎬ 由于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ꎬ
以及阿拉伯各国国情和发展水平的差异ꎬ 不同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有着不同

的期许ꎮ 从关注度看ꎬ 巴林、 阿联酋、 沙特、 科威特、 卡塔尔、 阿曼等海湾地

区的阿拉伯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的关注度最高ꎮ 埃及、 叙利亚、 约旦、 巴勒

斯坦、 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对 “一带一路” 也非常关注ꎮ 从侧重点看ꎬ 海湾国家

关注 “一带一路” 倡议给双方带来的投资、 贸易机会ꎬ 特别是石油领域的合作ꎮ
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注点则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政治、 安全等问题ꎮ

因此ꎬ 在未来的宣传中可借助当前阿拉伯国家对于 “一带一路” 的良好

舆论环境ꎬ 适时推出符合中国与各阿拉伯国家双方利益的具体合作方案ꎮ 在

此过程中ꎬ 我们还应考虑到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ꎬ 密切关注中东热点问题的

发展动向ꎮ
(三) 持续宣传ꎬ 突出重点

目前ꎬ 阿拉伯媒体在涉及 “一带一路” 主题时ꎬ 频繁引用了中国官方权

威媒体新华通讯社、 人民日报社的报道和外交机构的有关表述ꎮ 黎巴嫩 «白
天报» 还曾刊登中国驻黎巴嫩大使姜江题为 «共建一带一路ꎬ 促进中阿合作»
的文章ꎮ 这些做法提高了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ꎮ 这与以往阿拉伯媒体在报

道中国新闻时ꎬ 不时出现的照搬西方媒体言论的情况有所不同ꎮ 由此可见ꎬ
“一带一路” 在阿拉伯国家的宣传开局有利ꎮ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不断

推进ꎬ 相关媒体应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ꎬ 持续地向阿拉伯世界传递中国声音ꎮ
具体而言ꎬ 我们可进一步阐明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 路径以

及对阿拉伯世界发展的意义ꎬ 大力宣传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中阿双方的互利、
共赢带来的新机遇ꎬ 及时报道中国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做出的贡献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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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成就ꎬ 以树立阿拉伯民众对 “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信心ꎮ
此外ꎬ 我们可对阿拉伯国家中对 “一带一路” 倡议关注度较高的国家ꎬ 如沙

特、 阿联酋、 卡塔尔、 巴林、 科威特、 阿曼等海湾国家ꎬ 以及埃及等在中东

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传统大国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宣传ꎮ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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