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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体育交流与合作机制。受“三股势力”干扰，中

哈两国缺乏中长期体育交流与合作机制，交流形式单一，民间交流不够。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建议：中哈政府外交通过制定中长期交流与合作协议、制定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体育交流与

合作协议、建立交流与合作基地，建立中长期交流与合作机制；公共外交通过打造国际体育旅

游线路、培植国际品牌赛事、共建高校合作办学等建立多层次交流与合作体系；民间外交通过

建立友好城市群、培育民间组织、共办节庆体育、深化孔子学院和课堂建设，消减交流与合作

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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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sport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Interfered by the "three forces", China and Kazakhstan lacked a 
mechanism for medium and long-term sports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The forms of exchange were 
single and there was not enough civil exchange.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proposed that in  
governments diplomacy, it should set up a medium and long-term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rough formulating a medium and long-term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formulating a 
sport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CO, establishing bases for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n public diplomacy, 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multi-leve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system by creating international sports tourism routes,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brand 
competitions, and jointly building cooperation in running universities; in civil diplomacy, 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groups of friendly cities, fost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jointly organize festive 
sports events, and deepe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courses to reduce the barrier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Keywords: sports management; sports diplomacy; the Belt and Road; China; Kazakhstan



32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进行国际合作以及全球

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倡议中，中

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只有从霍尔果斯或阿拉

山口出境的欧亚大陆桥通道，中哈关系占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对此，2017 年 6 月 7 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发

表的文章中提出“今年是中哈建交 25 周年，中哈

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们要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2]。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

表示“当前哈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哈方愿积极

参加‘一带一路’框架内过境运输、产能、工业

园区、金融、农业、人文等方面合作”[3]。目前，

两国合作广度、深度、规模、质量不断提升，人

文合作蒸蒸日上，但是，体育交流与合作作为中

哈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未形成长期有序

的交流。因此，本文在对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存

在的问题和障碍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哈体

育交流与合作的策略，以期有效的解决中哈体育

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促使中哈体育交流与合

作长期稳定、规范有序、全面立体地开展，进而

建立两国人民的理解与共识，加深两国人民的友

谊，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实现合作共赢。

1 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1.1 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

1.1.1 缺乏中长期交流与合作机制

自 1992 年两国建交以来，仅在 1998 年 5 月

签署了《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哈萨克斯坦教育、

文化和卫生部体育合作协议》。两国体育部门交流

往 来 仅 有 3 次， 分 别 为 1992 年 6 月 和 2005 年 7
月，哈萨克斯坦旅游体育部副部长率体育代表团

访华；1996 年 4 月，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率团访

问哈萨克斯坦。可见，两国体育交流与合作尚未构

建起中长期合作机制，缺乏连续性和长远的规划。

1.1.2 交流形式单一

中哈体育交流的主要形式是参与重大比赛，

哈萨克斯坦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远南运动会、第 3
届和第 6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

2010 年亚运会共 5 次赛事，中国赴哈参加了第 28
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和第 7 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体育的交流面窄、交流渠道较少，在体育旅

游、体育赛事、体育教育、体育文化、体育学术

交流与智库建设等领域没有展开全方位的交流与

合作，缺乏具有广泛共识与持久影响力、常态化

的合作平台或品牌赛事。体育援助也仅有 2000 年

1 月 27 日，国家体育总局向哈萨克斯坦赠送的 5
万元乒乓球运动器材，并且体育专业人才包括体

育教练员、裁判员、体育科研人员等的交流与培

训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

1.1.3 民间交流不够

“ 民 间 人 文 交 流 通 过‘ 欢 乐 春 节 ’‘ 汉 语

桥’‘电影周’‘爱乐乐团’等形式开展，哈企业

家、宗教人士、资深记者等多个代表团访华，‘中

国热’‘汉语热’在哈持续升温”[4]，但是，民间

体育组织、体育代表团往来较少，以体育为主题

的民间交流活动不够，主要集中在新疆举办的文

化周、文化节、旅游节、民族民俗节庆等活动，

而这些活动举办不定期，参与的人数较少，涉及

的部门少规模小。

1.2 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的障碍

近年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受“三股势力”

的干扰日趋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频频发生。“2012 
年迄今，哈萨克斯坦护法机构共侦破了 112 起恐

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犯罪，制止了 24 起恐怖犯罪活

动。”[5] 中国新疆喀什、和田、皮山县、叶城县、

巴楚县、乌鲁木齐市等地发生多起严重暴力犯罪

事件，这些事件是精心组织策划的，多选择在重

大节日、敏感时间、重要活动等节点，以及在人

群聚集有影响力的场所，比如车站、广场、市场、

影院、体育场馆制造暴力恐怖，破坏了正常的社

会秩序，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影响了两国重大体育

赛事、体育文化活动、民族民间传统节日的举办，

暴徒们惨无人道的行径，造成了两国无辜群众的丧

生和受伤，影响了两国之间、民族之间正常的文化

交流和信任，阻碍了两国体育的交流与合作。

2 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的策略

研究中哈两国体育交流与合作的策略，需要

统筹中哈关系，理清体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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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障碍。借助“一带一路”文化内涵和契机，首

先，中哈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不断加深

的务实合作、更加紧密的人文交流，为体育的交

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中哈体育交

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为两国体育的交流与

合作明确了清晰的目标；再次，国家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

愿景与行动》所提出的加强政策沟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为内容的合作重点为中哈体育交流与合

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即在中哈两国世代友好关

系的基础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依据，解决

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消减障碍，实

现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稳定全面发展，加大两国

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夯实两国交流与合作

的民意基础，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2.1 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规划的目标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

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外交

部署，遵循“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达成中哈两国体育交流与合作的

共识，确定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的基本内容和模

式，确立一批能够照顾两国利益的体育交流与合

作项目，启动实施两国认可度高、条件成熟的项

目，加大扶持两国合作效果好、影响大的项目，

在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体育教育、体育学术与

智库建设、体育文化、体育援助等领域，形成宽

领域、多层次、全方位体育交流与合作新格局，

进一步加大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交流，扩大友好

城市的数量，形成友好城市群，促成两国人民之

间牢固的友谊和互信，全面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2 中哈体育交流与合作的措施

体育是人文外交的重要领域，要制定中哈体

育交流与合作措施，“需要将其放到人文外交的 3
个不同类型中展开，即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民

间外交。”[6]

2.2.1 政府外交：建立中长期交流与合作机制

建立中长期交流与合作机制，就要以国际机

制理论为指导。国际机制理论是指“国际关系特

定领域行为体预期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

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7]。也就是说为

建立中哈两国体育的交流与合作，需要设立一系

列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制定中长期交流与合作协议。两国政府就体

育交流与合作的项目、规则、章程、原则、指标、

成效等进行充分的交流对接，签订《体育合作协

议》和年度、阶段体育交流与合作执行计划，建

立体育交流与合作工作备忘录，确定体育交流与

合作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合作框架，定期开展高层

对话，不断完善两国体育交流与合作的规划，协

商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共同为体育交流与合

作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制定上合组织框架内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

上合组织已成为中哈在经济、安全、人文等领域

合作的重要平台。2017 年 6 月 9 日，习近平主席

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17 次会议讲话中

提到：“中方倡议制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 5 年实施纲要，规划下

一阶段各领域合作方向，为各方进行政策沟通提

供渠道”[8]。因此，上海合作组织为两国体育交流

与合作，提供一个较好的平台，在中国 2018 年 6
月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期间，在上合组织框

架内制定符合上合组织宗旨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协

议，将其作为协调和指导两国体育交流与合作的

指南，开展卓有成效的体育交流与合作。比如“由

吉尔吉斯斯坦发起国际伊塞克湖运动会，已经成

为上海合作组织每年的正式活动之一”[9]。

建立交流与合作基地。国家体育总局和新疆

自治区体育局与哈萨克斯坦文化和体育部共同设

立中—哈体育交流合作基地。中国和哈萨克斯坦

同样具有丰富的冰雪资源和草原文化，孕育了丰

富的冰雪运动和草原项目，从历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看，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均位列前三甲，“在冬季

运动项目中，哈萨克斯坦的优势项目是雪上与冰

上项目，尤其在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冰球项目

上，有着称霸亚洲的优势。而中国在冬季运动项

目中的冰上项目，短道速滑与花样滑冰这两项运

动，具有亚洲最高水平”[10]。因此，国家体育总

局和新疆自治区体育局与哈萨克斯坦文化和体育

部共同成立体育交流与合作基地，主要以冰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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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草原项目建成双边合作示范点，实现优势互

补，形成鲜活的合作范例，成为本地区乃至中亚

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典范。

2.2.2 公共外交：建立多层次交流与合作体系

“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在信

息化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何谓软实力？它是一

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

到目标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

政治理念和政策”[11]。软实力可以通过公共外交

实现，通过与哈萨克斯人民进行直接交流和间接

交流，直接交流就是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体育

教育、体育学术与智库建设合作等等，间接交流

就是通过各种传播工具，如广播、电视、手机、

报纸、互联网等。

打造国际体育旅游线路。中国新疆和哈萨克

斯坦拥有天山、阿尔泰山等世界知名高山以及巴

尔喀什湖、赛里木湖等著名湖泊，地形地貌神奇

独特、生态景观丰富多样，文化历史渊源深厚，

民族特色旅游资源汇集，为体育旅游提供了良好

的资源条件；目前已开通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航

线，阿拉山口、霍尔果斯至哈萨克斯坦国际铁路

客运以及霍尔果斯、红其拉甫等边境口岸公路，

为体育旅游提供了保障；2015 年中哈两国签署了

关于便利中国公民赴哈团队旅游备忘录为体育旅

游提供了便利。因此，新疆自治区政府、旅游局、

体育局、企业等单位与哈方对接签署合作备忘录，

相互设立旅游办事处，共同打造跨境精品体育旅

游线路，例如：中—哈跨国户外体育旅游线、国

际露营等，开发特色跨境旅游产品，共同举办各

种文化旅游节。目前，中国新疆伊犁天马国际旅

游节自 1992 年起举办了 25 届，自治区政府、旅

游局、体育局与哈方合作将此旅游节共同打造成

规模更大、更具影响力的旅游节，共同建设包括

网站、新闻、出版、电视等媒体宣传平台。

培植国际品牌赛事。两国共同举办国际体育

赛事，重点培植国际品牌赛事。目前，中国新疆

举办了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中国新疆环赛

里木湖公路自行车赛、国际沙漠徒步越野挑战赛、

中国速度赛马大奖赛和全国马术耐力赛巡回赛、

“雪之恋”冰雪旅游节以及那拉提国际滑雪比赛

等等，其中发展较好的赛事：一是由中国马术协

会主办、新疆自治区体育局承办的中国速度赛马

大奖赛和全国马术耐力赛巡回赛，中国马术协会、

新疆自治区体育局与哈萨克斯坦马术联合会应该

建立合作关系；二是由世界摔跤联合会、世界哈

萨克库热斯联合会、伊犁州哈萨克库热斯联合会

主办的哈萨克库热斯（摔跤）国际邀请赛，已连

续举办 6 届，国家体育总局、新疆自治区体育局

与阿斯塔纳成立的世界哈萨克式摔跤联合会应建

立合作关系，共同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两大赛事

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扩大比赛规模，建立专门

的网站，利用网络、新闻、出版、电视等多种媒

体，拍摄视频报道宣传，培植规模和影响力更大

的国际品牌赛事。

共建高校合作办学。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17 次会议讲话中提出：“我

们要促进各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心灵相通，使

睦邻友好合作事业永葆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继续做好上海合作组织大学运行工作，办好青年

交流营、中小学生夏令营等品牌项目。”目前，我

国许多高校已与哈萨克斯坦高校建立了校级合作

关系。因此，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广

州体育学院、部属师范院校等条件较好的高校应

尽快与哈萨克斯坦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培养体育

专业人才，积极开展教学合作、研究交流、暑期

项目、培训项目、学生交换等，并与哈萨克斯坦

具有良好合作基础的地区西安、乌鲁木齐、兰州

开展合作办学试点，聘请教授讲座，给博士生聘

请外籍导师，加快培养一批精通哈语且专业知识

较好的青年群体。

扩大“双向”留学生教育规模。哈萨克斯坦

在国内设立“未来计划”等国家重点奖学金，支

持大量学生到西方和东亚接受高等教育。因此，

各大体育院校、师范类院校可适当加大哈萨克斯

坦的留学生规模，加大奖学金额度，吸引他们来

中国系统学习体育专业技术知识与文化；与此同

时，增加中国派出到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运动

员、教练员、裁判员数量。

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目前 4 所哈萨克斯坦

中心落户中国的西北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外国

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这为中哈两国全面合

作提供了有力的教育基础和智力支持。我国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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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学生可以依托 4 所中

心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

交流和分享，并对双方认同的、具有历史渊源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发掘、开发、传承等的合

作研究，共同建设和完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智库；

伊犁师范学院成立的哈萨克文化研究所应积极同

哈萨克斯坦中心之间开展学术研究、举办展览、

专题论坛等，共同推动中哈两国学术交流与合作。

培育国际体育文化品牌。新疆自治区体育局、

企事业单位充分利用中国—亚欧博览会合作平台，

与哈萨克斯坦企事业单位合作共同打造国际交流

合作平台，共同培育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体育文化

品牌，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产品。新疆自治

区政府、旅游局、体育局、企业等联合哈萨克斯

坦相关部门开展合作，在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上突出独具特色的哈萨克文

化，宣传推介毡房、猎鹰、马产品、手工艺品。

开展援助项目。开展对哈萨克斯坦的体育援

助。一是硬件援助，帮助哈萨克斯坦建设基础场

地设施，赠送体育器材。二是软件援助，在中国

传统优势竞技项目上为哈萨克斯坦培养一批具有

体育专业技能的管理者和教练员、裁判员、体育

科研人员。

2.2.3 民间外交：消减交流与合作障碍

建立友好城市群。建立和增加友好城市。友好

城市是两国地方政府增进了解、发展友谊、促进合

作的重要方式。比如：新疆伊宁市与哈萨克斯坦塔

尔迪库尔干市签署了建立友好城市意向书，通过友

好城市可以开展青年夏令营、不同项目的比赛、民

族民间传统体育展演等体育交流活动，增加友好城

市各类体育协会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以新疆的

北疆为重点区域，建立更多友好城市，初步形成

中哈友好城市群，使两国人民真正因生活而相互

走近，使中哈世代友好的社会基础更加牢固。

培育民间体育组织。“民间体育组织是指满

足人们某一方面体育需求，由基层群众自愿参加

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

拥有自治权的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一般而言，民

间体育组织建立的关系基础包括血缘关系、地缘

关系、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四种”[12]。从血缘和

地缘关系看，跨境哈萨克族地跨中哈两国，有着

极强的民族认同和亲缘关系，孕育了相同的体育

项目如摔跤、赛马、射箭、滑雪等，形成了较多

的体育协会；从业缘和趣缘关系看，以共同的体

育兴趣、体育追求形成了登山协会、太极拳协会、

自行车协会、户外运动俱乐部等等。因此促使民

间体育组织开展中哈民间体育交流与合作，重点

扶持合作效果良好、发展成熟稳定的民间体育组

织，整合一批松散无序的交流项目，形成集聚效

应。两国民间体育组织、单项组织协会共同合作举

办有广泛共识与持久影响力的体育交流活动。

共办节庆体育。“先有民族后有国界，被国界

分隔的各少数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

习俗文化，以及共同的族群历史记忆，民族间的

社会文化交往从未间断。”[13] 因此，中哈通过特色

节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交流，共同举办两

国共有的古尔邦节、肉孜节、诺鲁孜节、阿肯弹

唱会等传统节庆，举行阿肯弹唱、叼羊、姑娘追、

赛马、摔跤等各种民族传统娱乐体育活动， 促成民

族节庆体育的传承，共筑两国人民的亲缘关系。

深化孔子学院和课堂建设。目前哈萨克斯坦

已开设 5 所孔子学院和 7 家孔子课堂，以孔子学

院和课堂为载体，传播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开设

以教授武术、太极、舞龙舞狮、射箭、划龙舟、

民族健身舞蹈等传统体育项目为内容的兴趣班，

举办一系列“武林大会”、体育养生、民族传统体

育等体育文化活动，同时开展一些在两国民族中

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赛马、摔跤、民族健身舞蹈

等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活动，充分发挥孔子学院

和孔子课堂体育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

3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哈两国创造了前所未有

的历史机遇，“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在于民

心相通，共同打造中哈民心相通工程，体育的交

流与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统筹规划中哈体育

交流与合作，建立中长期交流与合作机制，形成

体育旅游、体育赛事、体育教育、体育学术与智

库建设、体育文化等等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

的交流与合作体系，活跃民间往来，拉紧人文纽

带，增进彼此了解和认同，使两国人民紧密连接

（下转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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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性化体育能力培养，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和分

析，以期引导开展更加适应、高效的健身活动，

把科学、自信、健康、阳光、团结与创新的校园

文化理念，通过各种激情的体育活动树立并不断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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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同心筑梦，并肩追梦，携手圆梦，同时，

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提供思路，

积累经验，创造典范，促进沿线国家对共建“一

带一路”内涵的进一步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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