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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巴基斯坦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重要，中巴两国各领域合
作也愈来愈紧密；然而两国关系依然存在很大发展空间。尽管中巴友谊迎来第70个年头，在政治、经济、
军事等领域取得累累硕果，但人文合作仍处于落后地位。本文将主要结合2015年至今中巴人文合作成果，
分析中巴人文合作的优势，探究双方人文合作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建议，旨在推动两国在各领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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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in various fields
i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however,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lthough China-Pakistan friendship is celebrating its 70th year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fields, humanities cooperation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advantages of China-Pakistan humanities cooperation, explore the problems of humanitie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and give suggestions,
mainly in light of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Pakistan humanities cooperation from 2015 to the
present,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in various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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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文合作”中“人文”一词来源于哲学术语。“人文”是优秀的世界观、价值观结成的灿烂文明
果实；简单来说，人文就是有益人类发展的先进文化[1]。人文合作与经贸合作、政治交流被视为拉动当
今国际关系前进的“三驾马车”之一。巴基斯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一个关键节点，更是“一
带一路”倡议的最直接受益国之一。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巴各领域交往愈来愈频繁，合作也与日
俱增。其中，人文交流合作由于其根本性、广泛性和持久性，在中巴交流合作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对于
增进两国文化走进和深入彼此国度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但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巴人文合作依然面
临许多困难，我们也在积极探求解决之道。

2. 中巴人文合作取得成果
2.1. 文化交流
一直以来，以两国政府为主导的合作方式为中国与巴基斯坦双方最主要人文交流形式，其中包括领
导人、代表团互访等官方活动。巴基斯坦和中国在整个“新丝绸之路”建设进程中作为紧密合作的战略
伙伴，双方在诸如艺术、影视及文学等人文领域的合作愈来愈活跃。例如，2018 年 9 月 27 日巴基斯坦
中国文化中心与巴基斯坦国家艺术委员会联合承办了一场中巴音乐家间的音乐交流论坛，两国 41 位音乐
家们学习演奏彼此的传统乐器、献唱了数首中巴当地的著名歌曲[2]。此次艺术家交流基于“民心相通”
的基本目标，能够使两国间文化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巴国家艺术委员会也在通过组织各种文化交流活动，
与中国各界艺术家交流互鉴，来努力发展本国文化与艺术。2021 年 8 月 3 日纪念中巴友谊 70 周年的“造
像”主题艺术展在上海隆重举行，此次展览共计展出 76 件描绘中巴两国文化的艺术品。巴基斯坦驻上海
总领事侯赛因·海德在开幕式上表示，这次展览在中巴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方面
发挥巨大作用，他相信中巴两国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文化交流[3]。影视方面，2016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
在巴基斯坦举行的“2016 中国电影周”上，中国优秀影片《河》、《照见》、《我的诗篇》、《少年巴
比伦》等的上映得到了巴基斯坦观众的认可[4]。2018 年 6 月首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电影节上，巴基斯坦
选送的电影《与你同行》在本次电影节上广受中国观众赞誉[5]。2019 年 9 月，纪录中巴友谊的影片《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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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们》在新疆展映，该片着重描绘了两国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和技术领域的合作成果，对于促进
两国的人文交流合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6]。在文学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同巴
基斯坦文学院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合作。2021 年 5 月 25 日在中巴两国政府支持下，以“文学书写友谊、
拉近心灵”为主题的文学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上，双方代表签署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巴基斯坦文学院
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有助于深化中巴文学领域交流，为两国文学合作提供制度支持；乌尔都语版《离
骚》的首发式也在本次论坛上进行，这是中巴文学领域合作的重要成果，有助于巴基斯坦读者了解中华
文化，发挥文学沟通心灵的作用[7]。

2.2. 教育合作
教育领域合作一直是中巴人文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奠定人文交流的基础。在教育交流方
面，中国与巴基斯坦主要以建立了孔子学院，互派留学生等方式进行。2005 年 4 月巴基斯坦境内第一所
孔子学院——伊斯兰堡孔子学院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正式成立，也是中国在伊斯兰国家建立的第一
所孔子学院，为中巴人文交流合作搭建起新的平台；为满足巴基斯坦人民学习汉语的意愿，仅 2017 年上
半年就组织近 2400 人参加各类汉语考试，取得重大突破[8]。2021 年 5 月，为庆祝中巴建交 70 周年，伊
斯兰堡孔子学院还举行了线上演讲比赛，30 名外国友人讲述了自己的“中国故事”，歌颂亘古长青的中
巴友谊，同时对疫情期间中方的友好援助表达感激之情[9]。2013 年 11 月，中巴双方共同支持在卡拉奇
大学设立孔子学院，旨在扩大孔子学院在巴的建设、推动中巴教育领域合作；目前该院已成为巴基斯坦
境内规模最大的孔院之一[10]。除上述两所孔院之外，中方在巴还设有费萨拉巴德农业大学孔子学院和旁
遮普大学孔子学院，将为当地年轻人学习汉语提供更多机会。孔子学院是中巴教育交流合作的重点项目，
是促进中巴文化、科学、艺术和经济发展进步的基础，对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着重要作
用。
中巴教育范畴合作不仅局限于孔子学院建设，还有其他丰富形式。2021 年 5 月，中巴青少年科教合
作项目在北京启动。双方共同签署《中巴科学教育百校联盟合作倡议》，正式开启与巴三年的教育科学
合作项目。该项目是庆祝中巴建交 70 周年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
心与巴基斯坦科学基金会将深化两国合作基础，以科学为纽带，促进中巴两国人民交往，打造“一带一
路”科技合作旗舰项目，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11]。

2.3. 医疗卫生互助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人们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生存与果腹，而是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医
疗卫生已经成为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2018 年 5 月 31 日，蓝梅尔国际医疗集团与巴基斯坦医疗专
家代表共同成立巴基斯坦外科与内科专家科学院大中华区分院，该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与巴基斯坦开展医疗交流合作，不仅为两国医生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也为国内医疗技术国际化提供
了宽广平台[12]。2019 年 12 月，象征中巴友谊的医疗项目——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医院在中方援助下正式
动工。瓜达尔港医院的建设极大提升了当地医疗卫生水平，促进就业，大幅提升生活水平，是关乎当地
居民生活的项目[13]。
2020 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一瞬间改变了世界人民的生活方式。疫情期间，中国多次为巴方医务
人员提供了急需的检测试剂盒、防护装备和呼吸机等医疗物资，并向巴方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这些支
持保护了巴民众健康、拯救了无数生命[14]。中巴医疗卫生领域合作远不止此。2020 年 12 月，东软医疗
和巴基斯坦动力工程自动化公司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高端医学影像技术、人工智能、培训教育
等领域展开广泛合作。此次活动是中巴在医疗健康领域合作的又一成果，将有力提升巴基斯坦的医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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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诊疗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也势必为辽宁的“健康丝路”建设助力[15]。

2.4. 旅游合作
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 70 年来，逐步在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形成了全天候的战略伙伴关系。近年，
合作领域逐步扩展至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旅游合作。
2018 年 2 月 5 日中巴两国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文化
合作协定 2018 至 2022 年执行计划》，对中巴 5 年内文化、旅游领域交流合作进行了详尽的规划[16]。旅
游是增进两国文化融合发展的必经之路，大力发展中巴旅游行业为两国“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文交流开
启了新的窗口。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成锡忠教授在 2020 年 6 月 11 日接受巴基斯坦电
视台采访时同样表示，不仅要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还要发展中巴文化走廊；中巴应把共同发展旅游业作
为两国合作的重点项目，旅游业也应该成为中巴文化走廊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7]。

3. 中巴人文合作存在问题
相较于中巴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中巴人文合作发展依然相对滞后，文化交流相对较少，尤其是
民间人文交流，这使得中巴之间的关系无法全面而深入地发展。中巴两国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还存在许多
困难。
第一，两国民间人文交流合作相对滞后。“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大国外交在于
追求民心相通。经过 70 年的不断发展进步，中巴两国人文合作交流形式日渐丰富，但仍然存在一个现实
问题，那就是中巴人文合作目前仍以政府主导的官方合作形式为主，民间合作较为稀少。通过前文罗列
的现状可分析出，民间的交流较为滞后且过于单一，多为企业或民间团体间的互访交流，民间自发的人
文交流甚少。巴基斯坦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官方报道，因而对中国文化容易出现误解。此外，
巴基斯坦普通民众接触到的电影、音乐大多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来源于美国；对中国影视了解也
仅停留在传统功夫电影、功夫明星，且多来自于外媒报道[18]。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
加丰富的媒介，年轻人也逐渐成为民间人文交流的主力军。经过调查了解，中国年轻人接触到的外国文
化主要来自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对巴基斯坦文化知之甚少，多来自于新闻媒体报道，为
经贸、军事、安全等领域内容。由此可见，中巴两国人民友谊主要建立在两国政治互信、经贸往来基础
上，并不是基于对于彼此文化的了解，故在两国民间自发的人文交流合作间形成无形障碍。目前两国人
文合作尚未形成一定规模，市场运作模式尚未形成一定体系，缺少足够的支持；且单一依靠政府来推动
人文合作，不但资金消耗巨大，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二，中国媒体在巴尚未取得充分话语权。通讯技术发展迅猛，媒体日渐成为各国民众了解国外最
新资讯的主要渠道。一国的媒体话语权强弱也已经成为增进人文领域合作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媒体在
巴基斯坦尚未取得充足话语权，使得中巴人文领域合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巴基斯坦较有影响力的西方媒
体主要有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中国主要媒体新闻报道虽被巴基斯坦主流媒体转载，
但影响力远不如西方媒体。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民众接受的国际新闻报道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媒体
报道大都带有一国主观色彩，因此西方媒体对于中国报道也往往有失偏颇，导致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对于
真实的中国国情并不了解。
第三，巴基斯坦主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人文领域合作报道较匮乏。以巴基斯坦《黎明报》为例，
对于中国“一带一路”交流倡议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政治、经贸、外交合作，且多为官方活动；而缺少关
乎民生的人文交流报道。《黎明报》对于“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文合作关注度不高，尤其是社会民生及
文化领域，侧面反映出巴基斯坦民众更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与经济意义，而忽视文化功能，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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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巴人文交流相对滞后。
第四，中巴人文领域合作远落后于两国其他领域。相比较于中巴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双方人文
领域合作较为滞后，尤其在文化范畴的交流。通过查找、阅读中巴人文交流合作的相关文献及资料，与
中巴其他领域合作项目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国的人文交流合作较为滞后，缺乏有效的人文合作机
制。经济方面，据巴方提供数据，2019~2020 财年，中巴贸易总额高达 106.7 亿美元，占巴贸易总额的近
20% [19]。政治领域，早在 2014 年 2 月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访华时就表示愿与中方建立命运共同体，习
近平则表示巴基斯坦是中国永远的“好邻居、好伙伴”；2021 年 5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巴基斯坦总统就
中巴建交 70 周年互致贺电，两国早已形成政治互信良好局面[20]。在中巴军事领域，双方在打击反恐势
力上达成共识，两国定期组织联合军演、共同研制开发军事装备。1965 年，中国歼-6 战斗机正式在巴服
役；2021 年初“枭龙”战机三批双座研制顺利完工，单座生产线也顺利启动[21]。而人文领域合作较为
落后，文化领域是人文合作重要构成部分，近年来中巴影视合作作品并不被大众所熟知，两国进出口影
视、文学作品数量也较少。

4. 未来中巴人文交流合作发展对策
4.1. 探寻官民并行的发展道路，鼓励中巴民间人文交流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目标中，“民心相通”是关键一环。从社会心理学领域看，民心相通是保障其他
“四通”顺利实现的根基。只有加深中巴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增进彼此了解，才能使两国友谊地久天长。
要想提高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水平，首先需要双方政府积极探寻合作路径。中巴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是
两国人民、乃至世界都期望看到的美好局面，目前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处于相对滞后状态，这不利于两国
全面友好关系的构建。两国政府应当在注重人文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一致意见，积极签署相关文件，推行
相关政策，成立文化交流中心等，为人文交流合作提供制度、政策保障。其次应当鼓励民间人文交流合
作。中巴民间人文交流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发挥“领头羊”作用，积极引导、鼓励两国民间合作
与交流。如发挥各主体在人文交流中的促进作用：鼓励留学生学习本国传统文化，做传统文化“走出去”
的传播者；支持两国学者交流学习，共享相关学术领域科研成果；国际公司则应发挥桥与梁纽带的作用，
助推两国形成一定范围互惠互利的“共同体”。

4.2. 创新人文交流方式，构建新型媒体平台
随着科学社会的发展，人类已经进入融媒体时代。新兴的媒体平台逐渐替代传统媒体成为大众喜闻
乐见的接受信息的新平台。因此，要想推动中巴人文交流合作，自然也离不开媒体的推广与宣传。目前
中巴人文合作宣传的主要方式为官方媒体报道，两国人民也主要通过电视、网络新闻等渠道来了解彼此
文化，宣传形式相对传统，方式也较为单一。在新媒体日渐丰富的时代，我们应搭乘潮流的“快车”，
创新媒体宣传途径，利用短视频平台，借助直播方式等，以易于大众理解接受的方式宣传两国文化。

4.3. 增加中巴人文交流合作的资金支持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巴基斯坦人文各领域交流合作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处于相对滞
后的阶段，需要提供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目前中巴人文交流合作资金匮乏，中国政府应扩大对巴资金
援助：比较直接的方式就是增加对巴投资，利用投资资金，开发更多人文交流合作项目；还可以借助中
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契机，加强对巴经贸合作，推动巴基斯坦经济健康发展，以此促进两国文化等领域交
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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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加强安全保障，提升中巴人文合作安全系数
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但宗教派别众多，教义也各不相同，所以宗教派别间存在冲突，国家存在
安全风险。中巴两国政府应向派遣至巴基斯坦的中国民众及时提供安全信息，提高在巴中国民众的安全
意识，做好求学、务工人员的安全保障工作；同时，也要做好中巴大型人文交流活动的安全工作，保障
中巴两国人民安全。中巴两国政府还应加大对恐怖势力、极端势力的打击，加强安全、军事等领域交流
与合作，既保障了人民安全，也对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5. 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推动，中巴两国合作愈来愈密切，巴基斯坦也
成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发展同巴基斯坦的人文交流合作，不仅是助力中巴发展的必然要
求，也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中巴人文交流合作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文
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中巴两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深
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及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不断推动之下，中
巴人文交流合作能够进入全新的阶段，期待双方开展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人文交流合作。

基金项目
本文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促进新疆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研究”
资助(2020.12-2022.12)，项目批号：20BGJ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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