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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战略”与深化中土人文关系新机遇① 

马丽蓉 

内容提要：人文关系是中土关系的基础与关键，中土人文关系还关涉由互惠型的

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观与合作型的安全观所构成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当代继

承与弘扬，并将为全球治理中有关“多民族、多宗教融合”这一治理难题提供经

验与范式；中土人文外交肩负着价值沟通、增信释疑、反恐共识的三大使命，赋

予“丝绸之路”两端的两个新兴大国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的新内涵与新途径；中

国“丝路战略”为深化中土人文关系带来新机遇，有利于强化中国与阿拉伯-伊

斯兰世界的关系，并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进而推动中国与西方世界

的关系，在贯通亚欧的“丝绸之路”上构建起中国-土耳其版的“丝路战略”合

作新模式。 

关 键 词;丝绸之路；中国-土耳其关系；人文外交；丝路战略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副所长、教授、博导、《阿拉伯世界研究》常

务副主编 

一、始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土耳其人文交流曲折史 

中土两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沟通东西

方的丝绸之路，把中土两国人民相连，促进了中土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如汉语

的“茶叶”、“瓷器”、“水”、“衣服”等日常词汇被土语所吸收、中国的十二生肖、

皮影戏等传入土耳其且流传至今，以及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陈列和收藏

着中国宋、元、明、清时代的上万件珍贵瓷器与拜占庭帝国王侯袍服。其中，有

绘制着赤壁图与苏东坡《赤壁赋》的稀世珍宝瓷器，还有用中国绸缎所制作的王

公大臣的袍服等都是研究中土古代人文交流最宝贵的文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就是中土建筑文化有机融合的艺术殿堂，其门檐彩

画和中国故宫的山水彩画的构图着色、笔调风格十分相似，是中土两国人民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友好交往的又一佐证。作为历史名城的伊斯坦布尔，因位于古代

“丝绸之路”的西端，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商品与四大发明等技术均经丝路商道

到达伊斯坦布尔，再由土耳其人传至欧洲，因此，伊斯坦布尔被马克思称之为“沟

通东西方的黄金桥梁”。作为中土共同文化遗产的代表，“阿凡提”形象一直在

中土民间艺术作品中流传甚广，并演绎成一种泛文化现象，对促进中土文明交流

和互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丝绸之路”东西两端国力强盛的两大王朝，

自古以来就以和平、非和平方式开展文明交往，柔软的丝路已成为连接中土关

系的重要纽带，但其间充满艰辛与曲折。 

在 1953 爆发的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铁杆盟友之一的土耳其，曾派一支部

队参加了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

                                                        
①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GJ033）、教育部哲社研究专项委托项目（12JF010）、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

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DGJW021）、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39）、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和上海

外国语大学“211 工程”建设项目和上海市一流学科政治学等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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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史上的首次重新相遇，竟是在朝鲜战场上的武力相接，从此

双方间构建起了彼此负面的印象。在中方看来，土耳其一直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

狗”；在土耳其人心中，也一度把中国曲解为成“邪恶之敌”、共产主义的“幼稚

信仰者”等。此次交战经历，在两大民族心理上均烙下了深远的负面影响，1971

年建交后才将中土关系拉回友好往来的历史轨道，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关

系发展均取得了可喜成就：1973 年，中国组团第一次参加了土耳其伊兹密尔国

际博览会；1974 年 10月，土耳其阿纳多卢国家通讯社社长访华，与新华社签订

“新闻合作协定”；1978 年 6 月，时任外长黄华首次以中国外长身份访问了土

耳其；1979年，中国首次派出了一个由 97名艺术表演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土耳

其进行巡回演出。不久，中土两国签订了“1981—1982 年文化交流计划”，进

一步促进了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广播、电视和体育等领域合

作；1981 年，北京各界人士怀着敬佩之情集会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

尔诞辰一百周年；1993 年 11 月，中土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内容包括文化、

体育、教育、新闻等领域交流与合作；2001 年 12 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旅游局和土耳其共和国旅游部关于中国公民组团赴土耳其旅游实施方案

的谅解备忘录》，土耳其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2008 年 12月，中国作家代

表团首次出访土耳其，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五人拜访了土耳其作家联合会，与土

耳其部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进行了座谈①；2010 年 10 月，时任总理温家宝

访问土耳其，宣布构建“中土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中土关系进入历史新时

期。 

尽管中土各领域交流与合作已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且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

“东突”问题却一直成为影响中土关系的主要挑战。所谓“东突”问题，必须置

于中土交往的历史语境中来予以澄清。严格意义上说，“突厥”（Turk）指的是

公元后 6～8 世纪活跃在亚洲草原北部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突厥最初属柔然人

统治，6 世纪中叶归并铁勒部，灭柔然汗国，建突厥汗国。势力十分强盛，6 世

纪末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后相继归顺于唐王朝。唐末，东、西突厥衰

败，突厥人逐渐融入其他民族②而消失了。但是，“突厥”一词却被视为语言学、

地理学概念沿用至今，且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一些境外殖民主义者有意

称我国新疆为“东突厥斯坦”、苏联的中亚为“西突厥斯坦”，编造了一套“东

突厥人”家园的谬论③，最终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思潮影响下，“东

突厥斯坦”一词被政治化：“双泛”思潮虽早期带有一定对抗西方殖民统治和沙俄

民族压迫的进步意义，但其强烈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极端宗教观和民族观，

背离了原有的反抗殖民统治压迫、寻求民族发展的初衷，使其在传播过程中又形

成了对一个民族国家来说的负面“解构”性质，如 1933 年在新疆建立的“东突厥斯

坦伊斯兰共和国”仅存了 3 个月，但却开了肢解中国的恶劣先河，首次使“东突厥

斯坦”成为分裂主义的代名词。此后，大凡制造新疆分裂和独立的人，都沿用了“东

突厥斯坦”这一名称，“东突厥斯坦”从一个不规范的地理名词变成为一个分裂主

义的专用政治词汇，其背景有以下几点：一是排外。“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宣言声称：“东突厥斯坦者，乃东突厥斯坦人之东突厥斯坦，无须外人来做吾人

之父母……吾人此后不用外人之语言与名称；二是因为“泛突厥主义”的理念，认

                                                        
①欣闻，“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土耳其”，《文艺报》，2009 年 1 月 3 日。 

②王淑梅：“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载《世界民族》2000年2期，第31页。 

③中国国务院办公室.“新疆的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EB/OL].新闻

网,[2003-12-25]http://www.btmz.gov.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67&Article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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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处于“讲突厥语民族”（主要分布在自土耳其至中国新疆）的东部；三是因

为当时接受“双泛”的分裂势力自认为自己生活的塔里木盆地与北疆（主要是伊犁

等地）地区不同，选用“东突厥斯坦”是为了和他们区别开来；四是境外有以“东

突厥斯坦”称呼塔里木盆地的现成地理名称，于是选用了“东突厥斯坦”作旗号；

五是早期分裂势力“领袖的倡导与定位”，尤其是穆罕默德·伊敏在《东突厥斯坦

历史》中宣称“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国家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

斯兰教。”将“东突厥斯坦”一词异化为分裂政权的代名词。在这一系列的背景下，

凡是企图在新疆制造分裂的人，都称历史上的西域或新疆为“东突厥斯坦”，都以

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旗号。而且，在境外“泛突厥主义”历史观

基础上编造的“东突”历史观，又成为“东突”分裂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① 

可见，始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土耳其人文交流史，虽起步久远，但因

“东突”问题与朝鲜战场的武力相交等，使得中土关系受到影响与制约，最突出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土经济关系中的贸易逆差问题，二是“东突”问题在中

土政治、人文及安全关系中的“外溢”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人文关系已

成为关乎中土关系发展大局的关键所在。 

二、“中土文化年”将中土关系带入“蜜月期” 
中土文化都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创新性，这为两国的人文交流提供了方向与

动力，在中土互办“文化年”之前，双方人文交流开始出现“由官至民、践行渐

热”的基本特征，如 2006 年 11 月 22 日，“中国文化周”活动在土耳其首都安

卡拉举办，土耳其副总理买买提•阿里沙辛为“中国文化周”绘画摄影作品展剪

彩、观看了中国新疆木卡姆艺术团的首场演出，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新疆日报、

新疆电视台的联合采访。又如2008年 12月，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访问了土耳其，

双方艺术家进行了友好交流，一位土耳其老作家杜尔松·维兹登对中国人民十分

友好，曾自费到新疆考察坎儿井并于 2006年出版了《走向维吾尔坎儿井》一书，

介绍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与进步。因此，中土艺术家均意识到，双方译介作品，

对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 

中土互办文化年，是 2010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土耳其期间，双方宣布将于 2012

年在土举办“中国文化年”、2013 年在华举办“土耳其文化年”，以此来夯实构

建“中土战略合作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事实上，历时近两年的中土文化年

活动，内容涉及杂技、影视、教育、舞蹈、音乐、手工艺、美术、戏剧、展览、

青少年、美食、图书、媒体、宗教、智库和动漫等，其交流内涵与方式、参与

人数与项目，以及承办城市等均属空前，仅就在华文化年活动的粗略梳理即为

明证（如表 1所示）。 
 

表 1  2013年中国土耳其文化年活动一览表③ 

日期 地点 活动名称 

2013年 12月 01 日-2013 北京/天津 闭幕式-买乌拉纳的呼唤 

                                                        

①厉声：“梳理‘东突’分裂的历史 不是政策问题”，凤凰网 2014 年 3 月 28 日。 

②欣闻：《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土耳其》，《文艺报》，2009 年 1 月 3 日。 
③ 资料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硕士生王畅根据土耳其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日程表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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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31 日 

2013年 11月 01 日-2014

年 02月 28 日 

上海 安纳托利亚文明大展 

2013年 10月 01 日-2013

年 10月 31 日 

南昌 奥斯曼军乐团演出 

2013年 10月 01 日-2013

年 11月 30 日 

北京 土耳其中央银行油画藏

品展 

2013年 10月 01 日-2013

年 10月 30 日 

上海 舞剧《Barbaros》 

2013年 10月 01 日-2013

年 10月 30 日 

上海 土耳其现当代艺术家作

品展 

2013年 10月 01 日-2013 

年 10月 31 日 

江苏（南京、连云港） 《后宫》 

2013年 10月 01 日-2013 

年 10月 31 日 

北京/上海 土耳其古典音乐 

2013年 09月 18 日-2013

年 09月 30 日 

北京/宜昌 安纳托利亚之声 

2013年 09月 01 日-2013

年 09月 30 日 

湖南张家界 EMRE乐团 

2013年 07月 21 日-2013

年 07月 26 日 

新疆 现代芭蕾舞剧《玫瑰园》 

2013年 07月 13 日-2013

年 08月 31 日 

北京 儿童话剧 

2013年 06月 15 日-2013

年 06月 23 日 

成都 土耳其传统手工艺品展 

2013年 05月 21 日-2013

年 05月 26 日 

深圳 深圳文博会 

2013年 05月 01 日-2013

年 05月 05 日 

北京 后宫诱逃 

2013年 05月 01 日-2013

年 05月 30 日 

北京 土耳其图片展 

2013年 04月 01 日-2013

年 05月 30 日 

广州和深圳 总统府交响音乐会 

2013年 04月 01 日-2013

年 04月 01 日 

北京/上海/西安 土耳其传统手工艺术展

览 

2013年 04月 01 日-2013

年 05月 30 日 

深圳,广州 总统府交响音乐会 

2013年 03月 21 日-2013

年 03月 26 日 

北京保利剧院/上海东方

艺术中心 

土耳其文化年开幕式 

2013年 03月 12日 北京 土耳其文化年新闻发布

会 

2013年 03月 05 日-2013

年 03月 05 日 

香港 博斯普鲁斯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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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03月 03 日-2013

年 03月 09 日 

香港 土耳其电影节 

历史上由著名的“丝绸之路”连接的中国和土耳其，再一次被“文化年”的

纽带紧紧系在了一起，尤其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展演”活动进一步将“文化年”

活动引向了深入。 

“2012 中国•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展演”活动，是为了落实中土宗教部门于

2011 年 6 月签署的《合作备忘录》精神，从 2012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6 日在伊

斯坦布尔联合举办了题为“和平友谊、团结进步、共创未来”的中国伊斯兰文

化展演活动。中方派出由 100 多人组成的宗教代表团、展演团和观摩团，其内

容包括中国伊斯兰教图片展、文物展、穆斯林生活用品展、穆斯林书法展和伊

斯兰教经书展、中土伊斯兰教界交流会、《古兰经》诵读和文艺演出等。此次

展演在土耳其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土耳其宗教事务局长居尔迈茨认为，此

次展演向世界说明，历史上伊斯兰教是和平传入中国的，现在中国伊斯兰教传

播的还是和平。今天，中国又把崇尚和平的伊斯兰文化带到了土耳其，带到了

伊斯坦布尔，也带到了全世界。通过那些刻在石头上、印在丝绸上、剪在彩纸

上的《古兰经》，中国非穆斯林能体会到，世界人民也能体会到，伊斯兰文化已

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高度自信，

只有高度文化自信的民族，才会这样做。①2013年 9月，历时 6天的题为“传承

历史、共创未来”的“2013 年中国·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展演”在宁夏银川闭幕，

内容包括中土伊斯兰文化展、中土书法艺术展演、《古兰经》诵读和文艺演出等，

土耳其宗教部副部长穆罕穆德·额敏·奥兹法撒认为，宗教文化是联系两国的桥

梁，通过这个桥梁，我们一定会有更多、更重要、更有前途的合作。 

在中土互办“文化年”活动的带动下，中土政治、经济、人文、安全等各领

域交流与合作也得到进一步推进与深化，标志着中土关系进入“蜜月期”。 

 

三、“丝路战略”为中土人文交流带来新机遇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了共同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2013 年 9月 13日，习近平主席在上合峰会上

倡导上合组织成员国沟通实现有望惠及近 30 亿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

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其中，习主席强调：“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

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

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

贵启示。”②这份宝贵的“丝路启示”，彰显出经济互惠、文明包容、安全合作

等组成的“丝路精神”。因此，习主席呼吁沿线各国间应加强“五通”（政策

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更强调“国之交在于民

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

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③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中国－东盟共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着重强调“坚持心心相印”与“坚持开放包容”的重要

性，旨在表明“我们愿意和东南亚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上互惠、互利的联系”，

                                                        
①
 参加敏俊卿：《2012 中国·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展演活动纪实》，《中国穆斯林》，2012（5）；何春明：《绽

放中国魅力，促进中土友谊》，《中国宗教》，2012（9）。 
②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7 日 

③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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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把我们和东南亚国家从郑和下西洋建立的传统友好往来也加入到现代经贸

往来当中去。”①因此，必须加强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郑和文化”、中国与

东盟深化“传统友谊”的紧迫性等重大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睦邻友好政策进一

步深化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间的合作由量的积累引

向质的飞跃。 

2013 年 10 月 24-25日，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中央为做

好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工作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确定了今后 5年至 10年周边外

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

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习主席强调，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

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要全方位推进人文

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

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

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②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丝路战略”的正式诞生。 

作为丝路两端核心国家，中土双方如何打造“丝路战略”框架下的新型中土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是进一步深化中土关系的当务之急，特建言如下： 

第一，在政治关系上进一步加强互信、互助。 

2012 年 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问土耳其，在会见土总理埃尔多安时

表示，“东突”问题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

总理先生多次重申土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强调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人在土耳其境内从事任

何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活动。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希望土方继续采取有

效措施，反对和阻止“东突”势力在土耳其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确保中土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③
但是，仅在土耳其正式注册并活动的“东突”组织就有“东

突基金会”、“东突移民协会”、“东突互助协会”、“东突教育与互助协会”、“东突

青年协会”、“东突妇女联合会”及“东突文化与团结协会”等，这是土政府“疆

独”立场的两面性所致的民众同情与非政府组织庇护的结果。因此，在“东突”

问题上，土耳其政府的态度由“默许—→暧昧—→回避”，尤其在“7·5”事件

上的冲动表态，对中土政治关系造成了极大伤害。但也不能因此而采取消极的回

避态度，尤其是在“10·28”、“3·01”等暴恐事件发生后，土耳其政府的反恐

立场与态度，有助于深化中土政治关系，并对遏制与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产

生威慑作用。 

第二，在经济关系上进一步加强互补、互惠。 

习近平副主席在 2012年 2月访问土耳其时专就如何深化中土经济关系提出

“四点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两国贸易平衡、健康发展。中

方高度重视土方贸易逆差问题，将继续采取综合措施，逐步缓解双边贸易不平

衡问题。也希望土方加大对本国产品在华推介力度。二是扩大融资，带动中方

                                                        
①
“习近平首次在东南亚国家演讲 三故事开启海上新丝绸之路”，中国广播网 2013 年 10月 4日。 

②习近平：“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新华网 2013年 10 月 25 日。 

③钱彤等：“习近平:望土耳其继续阻止东突在土反华分裂活动”，新华网 2012 年 2月 22 日 

http://www.cnr.cn/china/yaowen/201310/t20131004_51374555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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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耳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合作。希望双方金融机构和企业乘势而上，顺

势而为，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条件，争取尽快谈成一两个影响大、效益好的合作

项目。三是深化金融合作，尽快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并在双边贸易中实现本币结

算，为两国更大规模的经贸和投资活动提供便捷的货币结算支持。四是加强核

能、航天等高科技领域合作，营造两国务实合作新增长点。双方还可加强在节

能减排、绿色经济、新材料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各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①作

为丝路两端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土两国，充分利用“亚欧博览会”这一合作新平

台，积极推进中土经贸交流与合作，鼓励土耳其企业家到新疆投资兴业，帮助新

疆更好更快发展。尤其应充分利用“丝路战略”机遇期，在大力推进“道路联通、

贸易畅通、货币流通”的基础上，早日实现“政策沟通”，为加快“民心相通”

提供物质基础与机制保障，在新的义利观的指导下，进一步消除中土贸易逆差，

完善中土经济关系。 

第三，在安全关系上进一步加强共识、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土因“东突”问题更需要达成反恐共识并开展实质性合

作。事实上，中土两国人民都是“丝绸之路”上恐怖主义、分离主义以及国际

“圣战”主义等思潮或运动所致的暴恐事件的受害者，“丝路反恐”问题凸显，

使得亚欧安全合作任务日益艰巨。2013 年 5月上海召开“亚信会议”，土耳其驻

上海总领事丹妮兹·艾柯撰文指出，“土耳其中国联手维护亚洲安全”。在她看

来，“首先，亚信会议的理念和运作方式反映了土耳其与中国一直坚持的本国外

交政策的主要原则：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及以合

作和非对抗的角度理解安全。其次，作为维护亚洲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参与者和

利益相关者，土耳其与中国共同参加了亚洲其他的地区性论坛。比如，去年土

耳其成为中国为创始国之一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2010 年，土耳其与东

盟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而中国是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两国可以共同为亚

信会议与其他地域性及次区域性组织创造协作机会。最后，与土耳其一样，中

国是亚信会议各方面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作为现任及将就任的主席国，土耳其

与中国在即将到来的 2014年及以后将需要继续和深化我们的合作。”②可以预见，

在亚信会议成员国着力做实、做强亚信这一安全合作平台的带动下，中土两国

                                                        
①钱彤等：“习近平:望土耳其继续阻止东突在土反华分裂活动”，新华网 2012 年 2月 22 日。 

②丹尼兹·艾柯土：“土耳其中国联手维护亚洲安全”，载《东方早报》201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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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警务、反恐情报交流等领域合作将日益增多，并在情报分享、机制建

设以及协同反恐等方面开展进一步务实合作，以构建合作型的中土安全关系。 

第四，在人文关系上进一步加强务实、创新。 

近年来，中土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活动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在

文教、旅游、传媒、卫生、体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已取得可喜成效，尤其是

2001 年土耳其被定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国后，中土游客人数不断攀升，宗教文

化旅游资源优势渐现，市场潜力巨大。又如，截至 2013 年中国已在土耳其中东

技术大学和海峡大学开办了两所孔子学院、5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课程，分别

是安卡拉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院汉学系、埃尔吉耶斯大学中文系、法提赫大学中

文系、奥坎大学翻译系和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等。此外，伊斯坦布尔岛上高中、

伊斯坦布尔圣贝努瓦中学、伊斯坦布尔道乌斯中学和小学、伊斯坦布尔莲花汉语

培训学校等 15 所中小学也开展了汉语教学活动。尤须一提的是，中土双方已陆

续缔结了约 14 对友好城市（参见表 2），在纺织、商务、文化、教育、旅游、

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中土友城间互利合作、达成共识：一是中国的城

市可以凭借土耳其横跨亚欧两大洲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它与欧盟的关系，将本

市产品进入土耳其市场，并以此为媒介打入中东和欧洲市场，而土耳其城市也享

受到中方城市与亚太地区的资源、市场等优势；二是友好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和

人才培养不断深入，特别是在教育、旅游、文化、卫生等各领域展开广泛合作；

三是实质性推进友好城市双方商谈的合作项目，不断扩大合作领域。 

表 2      中土友好城市一览表① 

缔结日期 中国城市 土耳其城市 

1989.10.23 上海 伊斯坦布尔 

1990.06.20 北京 安卡拉 

1991.09.25 天津 伊兹密尔市 

1991.12.13 山东日照 特拉布松市 

1996 西安 科尼亚 

1996.11.14 江苏镇江 伊兹米特市 

2004 汕头 太基尔达 

2005.11.27 安徽安庆 屈塔西亚市 

2009.09.27 江苏常州 埃斯基谢希尔市 

2010.04.02 哈尔滨 埃尔祖鲁姆市 

2011.09.19 山东济南 马尔马里斯市 

2012.07 广州 伊斯坦布尔 

2012.12. 四川遂宁 克尔克拉雷利市 

2013.08.15 福建漳州 潘迪克区 

 

在以上四种关系中，人文关系是关键与基础，中土人文关系还关涉由互惠

型的经济观、包容型的人文观与合作型的安全观所构成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当

代继承与弘扬，并将为全球治理中有关“多民族、多宗教融合”这一治理难题提

供经验与范式。因此，中土人文外交肩负着价值沟通、增信释疑、反恐共识的三

大使命，使得“丝绸之路”两端的两个新兴大国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的内涵与形

                                                        
① 资料来源：王畅搜集相关资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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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为两大地区与国际新兴经济体中的代表性国家，加强中土新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有利于强化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并进一步扩大中国在欧

洲的影响力，进而推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在贯通亚欧的“丝绸之路”上构

建中国-土耳其版的“丝路战略”合作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