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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议题时却带有两面性，成见较深；中国三大报刊对土耳其的报道客观、中立，但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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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土耳其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史。 １９７１ 年中土两国建交后，双方实质性合

作不断深化，互补性日益凸显。 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的研究也随之发生改变，从过去
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到如今多维乃至全方位格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政党、宗教、
旅游、国家身份认同、中土关系、媒体传播、公众认知等各个方面。① 但因语言障碍、
沟通渠道不畅、媒体对相关事件报道滞后等因素的影响，中土两国民众彼此间的认
知仍十分有限，对对方国家形象欠缺完整认知，这与中土近年来日益密切的交往很
①

昝涛：《 中土关系及土耳其对中国崛起的看法》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第 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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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称，并迫切需要通过加强研究寻找解决之策。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的两国主流

报刊，即中国中文报刊《 人民日报》 、《 光明日报》 、《 新疆日报》 和土耳其英文报刊《 每
日新闻》 （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 《 今 日 时 代 报》 （ Ｔｏｄａｙｓ Ｚａｍａｎ） 、 《 土 耳 其 周 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ｅｅｋｌｙ） 对对方国家的媒体报道作为语料，考察各自的报道方式、
报道内容及话语策略，探讨中国和土耳其国家与民众在对方媒体中的形象构建模
式，并揭示认知差异形成的深层原因，为中土两国提升媒体合作层次、改善报道方
式、促进“ 民心相通” 提供依据并建言献策。

一、 土耳其主流英文报刊对中国的报道
（ 一） 报道议题
在本文研究的土耳其三家英文报刊中，《 每日新闻》 持主流的世俗主义立场，是
欧洲访问量位居前三名的土耳其在线报刊，也是土耳其最畅销的英文报纸；《 今日时
代报》 是持伊斯兰主义立场的报纸；《 土耳其周刊》 由国际战略研究机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运作，对土耳其政策制定者具有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
以“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中国 ／ 中国的） 为关键词对三家报纸的标题和正文检索， 得出

４２４，２００ 条检索结果，话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境、旅游等领域，检索结果
分布情况如图 １ 和图 ２ 所示。

图１

“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ｅｓｅ” 在正文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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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１ 和图 ２ 可以看出，土耳其英文报刊对中国报道涉猎广泛，其中政治和经济

类报道居多。 标题含“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ｅｓｅ” 的报道共 １３６ 篇，其中涉政治议题 ５７ 篇（ 约占

４２％） ，经济议题 ３２ 篇（ 约占 ２４％） ，二者构成了涉华样本中最主要的议题。 此外，军
事议题 １１ 篇（ 约占 ８％） ，群体事件 １４ 篇（ 约占 １０％） 。

图２

“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ｅｓｅ” 在标题中的分布

（１） 政治议题。 涉华政治议题的报道可分为中国外交（ 约占 ８２．５％） 和中国政

治（ 约占 １７．５％） 两类，其中，对中国外交的报道主导了整个政治议题。 土耳其媒体
对中国政治的报道主要集中在新疆、南海问题和反腐败运动等领域。 近年来，南海
问题矛盾日益尖锐化，土耳其三家报纸对该议题的报道总体上比较客观。 三家英文
报刊关于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报道多从土耳其与中国共同面临的腐败问题视角入手，
强调两国问题的相似性和反腐败运动的重要性。 相对于中国国内政治，三家报纸更
关注中国外交议题，中土外交关系成为报道重点，其次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中
英、中俄、中印（ 印度） 、中巴（ 巴基斯坦） 关系等也占一定比例，土耳其媒体呈现了积
极主动的中国外交形象。

（２） 经济议题。 涉华经济议题的报道主要涵盖以下三大领域：一是中土经济合

作，主要集中在“ 丝绸之路” 、中国各大银行进军土耳其、中土经贸合作等议题，典型

报道如《 中国、土耳其讨论丝绸之路项目》 ①。 此外，土耳其英文报刊十分关注中国与
土耳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现状，试图将中国看作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旅游和基础设
①

２０１４．

Ｚｅｙｎｅｐ Ｂｉｌｇｅｈａｎ， “ Ｃｈｉｎａ， Ｔｕｒｋｅ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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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领域，侧重报道中国企业在土耳其的高铁项目和建筑项目。 二是中国国内经济的
发展，三家报纸都关注中国经济增速和经济复苏状况①。 三是“ 丝绸之路” （ “ 一带一
路” ） 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的促进作用②。 从三家报纸对中国经济的报道倾向
来看，中国的经济地位得到了土耳其的高度认可。

（３） 军事议题。 军事议题是土耳其媒体涉华报道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占样本总

量的 ８％，主要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中土军事合作，侧重对土耳其购买中国导弹防御

系统进行深入报道，尤其注重过程细节，涉及北约、美国等多方声音与观点。 例如，
有报道指出，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受到美国施加的压力，导致中土导弹协议一直
处于搁置状态。③ 二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如有报道曾探讨了中俄在地中
海的军事演习及其地缘政治影响。④ 三是中国对国际军事问题的回应，包括维和问

题⑤、伊朗核谈判问题⑥等，土耳其媒体在相关报道中突出中国对国际热点问题的积
极回应及其发挥的大国作用。

（ ４） 文化议题。 涉华文化议题的报道主要包括体育、文艺、影视、传统节日四

个方面。 从整体上看，三家报纸对文化议题的报道正面积极，强调中土文化交流
对两国的政治、经济交往的促进作用。 其中，有的报道侧重近年来中土两国积极
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和发展公共文化事业 ⑦，有的报道通过介绍 ２０１５ 年中国羊年春
节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营造中国节日的喜庆气氛。 ⑧ 这种报道方式有助于土
耳其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但是，政治因素有时会削弱中土文化交流的积极性，
如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土耳其国内因“ 中国维吾尔 族 待 遇 问 题” 发 生 了 数 起 反 华 示 威 活
动，影响了中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爱乐乐团取消了原定在土耳其的
音乐会。 ⑨
①

Ｅｍ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ｌｉ，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ａ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ｌａｉｓｅ，”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３，

②

Ｎｕｒｚｈａｎａｔ Ａｍｅｔｂｅｋ，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 Ｏｎｅ Ｂｅｌｔ， Ｏｎｅ 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ＪＴＷ Ｏｐ⁃Ｅｄ，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

③

Ｃｅｎｇｉｚｈａｎ Çａｔａｌ： “ ＵＳ， ＥＵ Ｆｉｒｍｓ Ｐｒｅｓ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ａｌ，”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ｐｒｉｌ １７， ２０１４．
④

Ｎｕｒｚｈａｎａｔ Ａｍｅｎｂｅｋ， “ Ｗｈａｔ ｄ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ｏｉｎ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ｓ Ｔｅｌｌ Ｕｓ？，” ＪＴＷ Ｎｅｗｓ Ａｎａｌｙ⁃

⑤

Ｙｕｎｕｓ Çｉçｅｋ， “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Ｓｅｎｄ ７００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ｅｒｓ ｔｏ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Ｕ．Ｎ．，” ＪＴＷ Ｎｅｗ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ｐ⁃

⑥

Ｎｕｒｚｈａｎａｔ Ａｍｅｔｂｅｋ，“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ａ Ｆｉ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ｓｓｕｅ，” ＪＴＷ Ｏｐ⁃Ｅｄ，

⑦

“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ｂｅｌ Ｌａｕｒｅａｔｅ Ｖｉｓｉｔ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 ２０１４．

⑨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ｏｖｅｒ Ａｔｔａｃｋｓ，”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Ｊｕｌｙ１３，

ｓｉｓ，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５．
ｔ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４．
Ａｐｒｉｌ １５， ２０１５．
⑧
２０１５．

Ｎｕｒｚｈａｎａｔ Ａｍｅｔｂｅｋ， “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Ｙｅａｒ ｏｆ ‘ Ｓｈｅｅｐ，” ＪＴＷ Ｎｅｗ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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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旅游业。 土耳其重视中国的旅游资源，报道中常常提及“ 喜欢花钱的中国

人” ，肯定中国旅游市场的发展潜力，有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认为土耳其应将旅游

业的重心放在开拓对华旅游市场上。① 然而，２０１５ 年 ７ 月伊斯坦布尔发生的反华示
威活动导致土耳其极右翼分子攻击中国游客，对土耳其旅游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
（６） 能源合作。 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能源供应也成为土耳其媒体关注的热

点，三家报纸对能源议题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俄罗斯、阿富汗、非洲、斯里兰卡
等国的能源合作上。 其中，有的报道关注中俄能源协议及其可能面临的挑战。② 俄
罗斯和中国签订了一份 ４，０００ 亿美元的双边协议，承诺在 ２００９ 年之后的三十年间每

年为中国提供 ３８０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③这一重大新闻引起了土耳其媒体高度关注。
有的报道关注中国的能源安全，认为中国政府力图开辟地中海地区的新能源渠道，
增加在非洲、斯里兰卡能源、建筑、农业、通信、交通等领域的投资，满足中国国内经
济发展的能源需求。 土耳其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丰富，但其能源储量不足，６０％的消耗
仍依靠进口，土耳其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也面临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 在此背
景下，出于对土耳其国家利益的担忧，土耳其三家报纸均十分关注中国与能源大国
的合作，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
（７） 群体事件。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初，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一小撮激进分子受

境外势力和媒体煽动，声称新疆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封斋，挑起数起针对中国的
游行示威活动，期间中国游客遇袭、中国餐馆遭到打砸，这些激进分子的反华行动直
接导致赴土耳其的中国游客数量锐减，三家报纸对该事件的事态发展都进行了大量
报道。 从整体上看，土耳其意识到崛起中的中国对土耳其的重要性，尤其关注群体
事件对中土关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８） 涉疆报道。 土耳其英文报刊对中国的报道倾向整体较为积极，一旦涉及新

疆议题时却又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 从数量上看，新疆问题是土耳其英文媒体的
“老话题” ，以“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 Ｕｉｇｈｕｒ” （ 新疆 ／ 维吾尔） 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后，三家报纸涉疆
报道高达 １４９ 篇，共计 ８２，０００ 字（ 见表 １） 。

①

Ｇｉｌａ Ｂｅｎｍａｙｏｒ， “ Ｉｓ Ｉｔ Ｔｉｍｅ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Ｎｏ⁃

②

Ｙａｇ̌ｍｕｒ Ｅｒş
ａｎ， “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ＴＷ Ｏｐ⁃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 ２０１５．

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４．
③

Ｙａｇ̌ｍｕｒ Ｅｒş
ａｎ， “ Ｒｕｓｓｉａ⁃Ｃｈｉｎ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ａｌ 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Ｇａｓ Ｒｏｕｔｅ，” ＪＴＷ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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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报

刊

“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 Ｕｉｇｈｕｒ” 在三家报纸正文中出现的频次
《 每日新闻》

《 今日时代报》

《 土耳其周刊》

２４５

４９０

３７８

频次

从内容上看，土耳其三家报刊的涉疆报道主要分为两类：第一，涉及新疆地区人
权、犯罪、民族政策和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大多以“ 人权” 视角被三家报刊进行报道，
但消息来源大多是非官方的，包括持不同政见者、年轻企业家或转引西方媒体的言
论。 第二，土耳其国内爆发的反华暴力袭击事件。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土耳其发起请
愿活动反对中国对“ 东突” 的打击；同年 ７ 月 ３ 日，围绕新疆维吾尔人的待遇问题引
发土耳其国内的示威抗议，等等。 这些报道声称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进行压
迫，禁止斋月活动甚至在镇压中杀害维吾尔人，此类报道歪曲事实，对煽动土耳其国
内的反华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二） 话语特征分析
（１） 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即话语发出者，是指是当报道者引用他人观点或评论时，一般要交代
被转述话语的来源。① 消息来源主要分为三类：第一，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即有姓
有名地交代引语的发出者；第二，含蓄隐晦的消息来源，即使用部分词语间接地加以
暗示，不直接点明引语发出者的身份；第三，模糊不清的消息来源，即消息来源不明，
报道者觉得不重要，或不必提及，或故意隐瞒，常使用“ 据称” 、“ 据悉” 等表达。② 本
研究以“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中国 ／ 中国的） 为关键词检索土耳其三家英文报纸，得到如
下消息来源分布情况（ 见表 ２） 。
表２
报

刊

每日新闻
今日时代报
土耳其周刊

土耳其三家英文报纸的消息来源分布
具体确切

含蓄不露

模糊不清

８０

３１

１０

１６０

３６

３３

８３

２８

１２

①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ｕｃｅ Ｄ． Ｉｔｕｌ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②

辛斌：《 〈 中国日报〉 和〈 纽约时报〉 中转述方式和消息来源的比较分析》 ，载《 外语与外语教学》 ２００６ 年

１９８４， ｐ． ６６．

第 ３ 期，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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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源表明新闻事实是有根据的，可以增加报道的可信度，但同时也隐含着
媒体的立场和态度。 从表 ２ 可以看出，土耳其三家英文报纸大多提供确切的消息来

源，并采用官方或权威人士的话语，以增强报道的重要性和可信度。 值得一提的是，
在涉华报道中，知名人士、企业家、专家学者等民间消息来源占了一定比例，转引民
间消息来源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土民间交流，而且便于中国非官方人士的发声。 如
《 中国开始更多地了解土耳其》 引用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对土耳其现代发展

历程的看法；①《 中朝核僵局》 引用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对朝鲜核问题的观点。②
《 阿里巴巴的马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有信心》 ③ 和《 达沃斯：中国电子商务巨头引领
中小企业的新视野》 ④引用中国企业家马云在 ２０１５ 年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称赞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广阔。 土耳其英文媒体涉华报道以具体确切的消息来源为主，同
时也采纳民间消息来源，提升了报道的可信度，有助于土耳其民众了解真实的中国。
但是，三家报纸在报道中国社会问题和新疆问题等敏感议题时，无准确消息来
源或非官方来源出现的频次较高。 有报道称，“ 据报道，中国黑客组织已实施六年活
动，侵犯了很多公司、记者、民间社会团体、学术界和政府的网络隐私” ⑤。 对敏感性
话题进行报道时，多个消息来源好于单个消息来源，新闻报道如能引用官方或权威
人士话语或多源核实，将提升报道的可信度和保证报道的客观性，从而正确引导土
耳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２） 报道倾向性

报道倾向性分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中性报道。 总体上看，土耳其英文报刊
本着促进中土关系良性发展的原则，以及实事求是、全面客观报道中国的态度，对中
国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议题进行报道时多采用积极正面的词汇。 然而，在涉疆
报道中，三家报纸用词武断、缺乏严谨，使用大量没有事实根据的词汇，使用真实性
未经证实的背景材料或直接发表恶意评论。 例如，土耳其三家报纸在涉疆报道中倾
向于给中国 政 府 贴 上 “ 使 用 暴 行” （ ｂｒｕｔａｌｉｔｙ） 、 “ 不 公 正” （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 “ 否 定 自 由”

（ ｄｅｎ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 、“ 不符合人权” （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等负面标签，强调中
国政府“ 禁止” 新疆穆斯林在斋月期间封斋和履行宗教仪式，强调中国警察对维吾尔

①

Ｎｕｒｚｈａｎａｔ Ａｍｅｔｂｅｋ， “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ｇｉｎ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Ｍｏ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ＪＴＷ Ｏｐ⁃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４．

③

Ｅｍｒｅ Ｔｕｎç Ｓａｋａｏｇ̌ｌｕ， “ Ａｌｉｂａｂａｓ Ｊａｃｋ Ｍａ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ａｂｏｕ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ｕｒｋ⁃

②

Ｄｅｂａｌｉｎａ Ｇｈｏｓｈａｌ， “ 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ａｎｄｏｆｆ，” ＪＴＷ Ｏｐ⁃Ｅｄ， １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ｉｓｈ Ｗｅｅｋｌ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５．
④

Ｅｍｒｅ Ｔｕｎç Ｓａｋａｏｇ̌ｌｕ： Ｄａｖｏ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Ｇｉａｎｔ Ｕｓｈｅｒｓ ｉｎ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⑤

Ｒｅｙｈａｎ Ｇüｎｅｒ， “ Ｃｙｂｅｒ Ｃｒｉ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ｅｐｅｎｓ，” ＪＴＷ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３， ２０１４．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Ｗｅｅｋｌ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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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存在经济歧视、不礼貌对待、文化限制、禁止孩子去清真寺等现象。① 此类报道大
多混淆概念，有时一篇报道中同时使用“ 东突厥斯坦” （ Ｅａｓｔ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和“ 中国西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Ｃｈｉｎａｓ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Ｕｉｇｈｕ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 等术

语。 这些负面词汇和评论无端指责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刻意制造汉族和维吾尔族之
间的矛盾，呈现中国作为“ 压迫者” 的国家形象，这不利于消除土耳其民众对中国业
已存在的偏见和错误认知，也将进一步增加维护中土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成本和
难度。
综上所述，土耳其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具有两面性，这与中土两国历史、文
化、政治、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３） 土耳其学者眼中的中国

土耳其三家报纸均设有观点栏目（ Ｏｐｉｎｉｏｎ） ，供土耳其学者发声。 从内容上看，

三家报纸刊登了 １５ 篇有关中国的专栏文章，主要涉及中国经济、政治和新疆问题。
其中，吉拉·本马尤鲁（ Ｇｉｌａ Ｂｅｎｍａｙｏｒ） 、维尔达·厄扎尔（ Ｖｅｒｄａ Öｚｅｒ） 和厄马勒·
德里维利（ Ｅｍ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ｌｉ） 三位学者最为活跃。

吉拉·本马尤鲁的《 旅游业是时候把目光从俄罗斯转向中国了吗？》 指出，土耳
其应将旅游业的重心放在吸引中国游客上，她援引土耳其旅游专家的观点，认为中
国这一巨大的市场将给土耳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②
厄马勒·德里维利的《 两个人民共和国的故事：中国和土耳其》 以纪实手法描述
了他眼中的中国，一方面肯定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革开放，如火车、地铁、高速
公路带来的交通便利性，另一方面也指出空气污染、官员腐败等中国面临的现实问
题。 文章同时强调中土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即经济增长不稳定、房地产过剩、出口产
品附加值偏低，其中不乏对中国的偏见和不实指控，如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和人士
的所谓“ 压制” 以及互联网审查等。③ 该作者在《 中国和土耳其正遭受同样的增长问
题》 ④、《 中国是一个滴滴作响的定时炸弹吗？》 ⑤ 等文章中对中国经济状况进行了详
细评述，整体上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夸大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 唱衰” 中国
①
②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Ｂｒｕ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 Ｅａｓｔ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 ２０１４．

Ｇｉｌａ Ｂｅｎｍａｙｏｒ， “ Ｉｓ Ｉｔ Ｔｉｍｅ ｔｏ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１８， ２０１４．
③

Ｅｍ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ｌｉ， “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④

Ｅｍ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ｌｉ ，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Ｓａｍ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ｌａｉｓｅ，”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４，

⑤

Ｅｍ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ｌｉ， “ Ｉｓ Ｃｈｉｎａ ａ Ｔｉｃｋ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 Ｂｏｍｂ？，”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１４．

２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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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维尔达·厄扎尔关注中国政治特别是新疆问题，曾在对中国进行过实地考察后
发表了《 维吾尔族人在中国受到压迫吗？》 一文。 文章指出，中国虽然不是一个民主
国家，限制和压制似乎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中国并没有压迫任何群体。① 苏特·
肯卡里奥卢（ Ｓｕａｔ Ｋｉｎｉｋｌｉｏｇｌｕ） 在《 土耳其对中国的印象》 一文中讲述了其他人在中国
的生活经历和对中国的印象，认为中国是一个辽阔且相当有趣的国家，经济的高速
增长成为中国的骄傲。② 此外，居维·萨克（ Ｇüｖｅｎ Ｓａｋ） ③、古维伊奈·达伊勒（ Ｇｗ⁃

ｙｎｎｗ Ｄｙｅｒ） ④、吉拉·本马尤鲁（ Ｇｉｌａ Ｂｅｎｍａｙｏｒ） ⑤ 等土耳其学者均表达了对中国股
票、旅游市场等问题的思考和担忧。

二、 中国报刊媒体对土耳其的报道
《 人民日报》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是中国最具政治权威性的报

纸，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 光明日报》 是中共中央直属的一份全国性综合
日报，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 《 新疆日报》 是中国唯一使用四种文字出版的省级党
报，也是中国新疆地区的主流媒体之一。

（ 一） 土耳其在中国报刊媒体中的总体形象———报道议题分析
本文使用三 家 报 刊 在 线 图 文 数 据 全 文 检 索 系 统， 以 “ 土 耳 其” 为 关 键 词，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报纸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检索，删除重复
及不相关报道，得到该时段两类子样本数量共计 １５９ 篇，约 ２８５，０００ 字（ 见图 ３ 和
图 ４） 。

从图 ３ 和图 ４ 可以看出，中国三家报纸对土耳其的报道话题较为集中，侧重土耳

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 在议题上，三家报纸存在一定差异，《 人民日报》 更重视
中土两国高层的往来，其报道面更宽，关注中土政治交往、土耳其政局等；《 光明日
报》 侧重关注“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土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 新疆日报》 侧重报道土
耳其政治、中土经济及相关宗教议题。

①

Ｖｅｒｄａ Öｚｅｒ， “ Ａｒｅ Ｕｉｇｈｕｒ Ｔｕｒｋｓ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８， ２０１５．

③

ＧÜｖｅｎ Ｓａｋ， “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Ｗｈａｔ Ｔｕｒｋｅｙ Ｈ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８０ｓ，”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５．

②
④
⑤

１４， ２０１５．

Ｓｕａｔ Ｋｉｎｉｋｌｉｏｇｌｕ，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Ｔｏｄａｙｓ Ｚａｍａ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 ２０１４
Ｇｗｙｎｎｗ Ｄｙｅｒ， “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Ｄｅａｄ Ｃａｔ Ｂｏｕｎｃｅ？，”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Ｊｕｌｙ ２７， ２０１５．

Ｇｉｌａ Ｂｅｎｍａｙｏｒ， “ Ｆａｒｅｗｅ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ｏｆ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ｏｍ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Ｈü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Ｊｕ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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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 土耳其” 在正文中的分布

图４

“ 土耳其” 在标题中的分布

第一，政治议题。 中国媒体对土耳其政治议题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大选、
两国高层互访、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３０ 日，埃尔多安总统访问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其举行会谈，强调要实现

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拓宽和充实中土战略合作内涵，《 人民日报》 对此进行了报道；①
同时，《 土耳其地方选举白热化》 ②、《 和平与发展事业再出发的重要契机》 ③等报道凸

显了中土外交关系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而更加密切，也体现了作为地区大国的土耳
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现实。
第二，经济议题。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极大地推动了
①

《 共识与合作是主流》 ，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 日，第 ３ 版。

③

《 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系列谈》 ，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第 ３ 版。

②

李振环： 《 土耳其地方选举白热化》 ，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０ 日，第 ８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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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之间的经济交流，中国三家报纸对中国在土耳其高铁项目的推进情况和两国旅
游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大量报道，肯定了“ 一带一路” 对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
用和土耳其对该倡议的积极回应。 《 光明日报》 曾报道，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 一带
一路” 国际研讨会上，土耳其达武特奥卢总理致贺信并表示：“ 一带一路” 战略与土耳
其有着共同的期许。① “ 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中土合作是三家报纸共同关注的热点问
题，共有 ２１ 篇相关报道。 此外，随着中土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日益紧密，三家报
纸对中国高铁项目在土耳其的进展较为关注，共有 １１ 篇相关报道。②

第三，文化议题。 中国三家报纸对中土文化交流、土耳其文化遗产、土耳其文化

周等进行了大量报道，包括《 中国向土耳其国家图书馆赠书》 ③、《 文化交流的光影之
桥》 、《 土耳其举办中国（ 无锡） 文化周》 ④等报道展现了中土文化交流的现状。

除政治、经济、文化三大议题外，中国三家报纸对军事、矿难、能源、天气等议题

也有涉及，但数量和篇幅相对较少。 从整体上看，虽然土耳其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但土耳其在中国媒体上的曝光率不够高，报道角度也较为单一，与土耳其实
际的国际地位仍不相称。 对于中土导弹协议，以及两国人民相互认知的偏差，中国
报纸媒体缺乏理性解读和有效的舆论引导。
（ 二） 话语特征分析
本文以“ 土耳其” 为关键词，对中国三家报纸进行检索，检索结果中的消息来源
分布情况如表 ３ 所示。 中国三家报纸的报道大多都具有明确的消息来源，而且大多
是官方信源，包括援引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等。 中国报刊
坚持报道的客观公正，采取多方引述、多角度呈现的方式，对土耳其的报道更为客
观、有利，且很少对土耳其进行负面评论，即使评论，也具有谨慎温和的特点。 相比
之下，土耳其在意大利等其他国家媒体的形象大多是被扭曲和简单化、片面化，刻板
印象突出。⑤ 中国报纸塑造的土耳其形象是积极的、肯定的、正面的。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中国和土耳其宣布正式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出于对中土战略合作关系的整体考量，
中国报刊对于涉及土耳其的负面消息常选择不报道或低调处理。

①

李振环：《 “ 一带一路” 土耳其板块已见雏形》 ，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 １ 版。

③

李振环：《 中国向土耳其国家图书馆赠书》 ，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 ５ 版。

②
④
⑤

《 中国铁建：走得出 立得住 叫得响》 ，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６ 日，第 １ 版。

李振环：《 土耳其举办中国（ 无锡） 文化周》 ，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第 ８ 版。

Ｍａｒｇｈｅｒｉｔａ 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ｉ ａｎｄ Öｇｅｈａｎ Ｓｅｎｙｕｖａ， “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４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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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报

刊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新疆日报

中国三家报纸的消息来源分布

具体确切

含蓄不露

模糊不清

１７８

９

１２

４６

２

３

７２

６

９

但是，三家报纸也曾引用过少量不确切或含糊的消息来源，如“ 一些曾签署“ 南
溪” 管道协议的巴尔干国家认为” 、“ 数据显示” 、“ 德国权威咨询机构调查报告显
示” 、“ 据当地媒体报道” 、“ 据称” 、“ 据悉” 、“ 据介绍” 、“ 分析人士认为” 、“ 获悉” 等使
用不确切信源的现象偶有发生。 这类消息来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报道的可
信度，但未出现在有关土耳其的负面新闻报道中。
词汇选择反映出报道的倾向性，对有利于土耳其国家和人民的正面新闻，中国
报刊选用客观、积极的词汇，根据其新闻价值进行适量报道，塑造正面的土耳其形
象。 在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上，特别是近年来土耳其发生的骚乱和灾难性事件等负
面新闻报道中，中国媒体注重对事实本身的报道，不夸大其词，引证多方言论，报道
语调较为平和与中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土耳其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矿难，正值
土耳其政治局势动荡之际，中国媒体在进行报道时语气非常委婉，用词相当谨慎，如
《 光明日报》 曾报道，这场矿难有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政治争端，反对党会可能以此
为由展开新一轮对政府的攻击。 土耳其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率好于中东多数国家，但
较主要西方国家还有较大差距；①“ 有可能” 、“ 可能” 、“ 好于” 等低情态词体现了中国
媒体谨慎、客观的态度，尤其注意引用时任土耳其总统居尔的言论，全面、及时、准确
地进行报道。 在“ 东伊运” 问题上，中国媒体也有很多观点性的表述，坚称“ 土耳其本
身也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建议两国加强安全合作，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②在中土经贸合作议题上，中国媒体肯定土耳其的经济投资环境，选用正面积
极的词汇来描绘土耳其的区域优势，如“ 土耳其已成为中国贸易、投资、工程承包的
要地” ③。 旅游产业已成为中土合作的新领域，中国报纸对土耳其城市安塔利亚进行
了详细报道，称赞其“ 气候宜人，旅游资源丰富，是土耳其最美的城市，而且是公认的
越来越美的城市，名副其实的度假天堂” ④。
①

李振环：《２００ 多人死亡矿难震动土耳其》 ，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 ８ 版。

③

李振环：《 “ 一带一路” 土耳其板块已见雏形》 ，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 １ 版。

②
④

钟声：《 共识与合作是主流》 ，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 日，第 ３ 版。

李振环：《 安塔利亚，为旅游而生的城市》 ，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１１５·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土耳其研究



三、 中土报刊中的形象互构分析
中土对对方报道的差异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两国媒体运作受国家体制和国家利
益的影响，有其独特的政治理念。 《 人民日报》 等中国主流媒体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捍卫国家利益，政治上自觉地与政府保持高度一致。 土耳其对中国的
负面报道，一方面受到土耳其“ 双泛” 思潮与“ 东突” 势力的驱使和影响；另一方面，这
种差异也源自土耳其国内媒体自身的倾向性、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驱使，土耳其媒
体被该国内部利益集团控制，媒体商业化趋势渐现，有可能导致媒体对实际存在的
问题视而不见。① 媒体不同的意识形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土耳其国内政治、政党
的对立与复杂性。②
中国媒体报道土耳其时倾向于正面、积极，凸显其负责任大国的道德和政治立
场，符合中国同土耳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土耳其受到西
方意识形态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对中国新疆问题常抱有成见。 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
反恐活动，但却不愿意全力支持中国打击“ 东突” 势力，更不愿意放弃借所谓的民族
和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③
受国家体制、经济利益、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土耳其英文报
纸的涉华报道和中国报纸的涉土报道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报道频率和内容看，与中国在土耳其英文媒体中出现的频次相比，中国
对土耳其的报道远远少于土耳其对中国的报道量，这表明中国对土耳其的关注度远
远低于土耳其对中国的关注。 在报道内容方面，土耳其英文报纸侧重报道旅游、贸
易、“ 东突” 等两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但在涉及两国的同一问题上，中土报刊的关注度
存在不对等现象，报道力度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关于反导武器的购买，土耳其报刊进
行了大量相关报道，而中国媒体对此发声不多，也未主动去关切和回应土耳其媒体
的各种声音。
其次，从消息来源看，中土两国报刊都注重准确可靠的消息来源，但土耳其媒体
侧重报道土耳其学者乃至中国学者的不同立场和声音，以叙事游记的形式突出亲身
经历和主观感受，穿插真实的人物会话和形象，贴近生活。 土耳其对中国的报道更
①

郑珮：《 土耳其媒体新闻舆论监督功能初探》 ，载《 新乡学院学报》 （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第

②

郭长刚、刘义主编：《 土耳其发展报告（２０１５）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３６ 页。

１３０ 页。
③

顾国良：《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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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很少有政治说教的基调，每篇报道都有具体可感的细节和有名有姓的人物，报
道视野比较开阔。 这样的报道策略在中国主流报刊中比较少见，在纪实性报道中，
中国媒体常使用立场鲜明的政治或道德话语，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再者，从报道视角看，土耳其报刊对中国的报道擅于运用比较视角，而中国对土
耳其的报道更多采用纯中国视角。 土耳其报刊对中国的报道从中国与土耳其发展
模式等两国相似点切入，引发对中国发展模式，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结构性改革、社
交媒体、网络问题等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最后，从报道的词汇选择和立场倾向来看，土耳其对中国的报道整体上是积极
的，选用的词汇以褒义词为主，但在“ 东突” 问题和中国贸易顺差方面立场倾向和态
度明确，涉疆议题报道使用大量消极词汇，构建中国负面、刻板的印象，刻意抹黑中
国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治理。 相比之下，中国报刊少见不利于土耳其的报道，即使是
负面消息，在用词上也较为谨慎，并作淡化处理。
毋容置疑，土耳其和中国两个国家都还尚未形成系统性报道对方国家的媒体战
略。 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传播能力有助于其他
国家更好地认知和理解中国，这里就推进中土媒体相互报道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中国媒体需对重大突发事件可能引起的外媒反响进行评估，充分发挥平
面媒体、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作用，《 人民日报》 、《 光明日报》 等官方微信号和微
博公众号可以借助社交网络的平台优势，推出原创性报道，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作
用，同时要更加注重在国际社交平台上输出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信息。
第二，中国报刊媒体可推出更多契合土耳其受众文化心理的报道，精准定位土
耳其精英群体和普通网民，特别是青年群体，改变以往过分强调权威性和严肃性的
报道风格，使报道对接或融入对方的文化语境中，尤其在报道中土民间交往时，使用
感性化符号传播信息，促进土耳其民众对中国的认同。
第三，做好土耳其媒体涉华报道记者的工作。 部分土耳其英文媒体的中国问题
专栏记者长期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中国宜有针对性通过公共外交做好对该群体的
工作，如邀请他们访华，进行面对面交流，同时加强中国和土耳其媒体工作者的深度
交流，促进土耳其媒体工作者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共同搭建中土媒体对话平台。
（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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