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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1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力振兴、重新崛起的重要阶

段。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都在国内，巩固睦邻友好、推进战略协作是两国维护各自国家安全、促进国内经济

发展的共同需求。而中俄两国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各自的

崛起与振兴。中俄两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和俄罗斯需要加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更要在人

文领域开展对话。人文交流与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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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背景下，2011 年 6 月 15 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开始对

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十五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此访适逢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5 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0 周年，两国领导人不仅深入总结了中俄关系的历史经验，还

对其未来发展做出了战略规划。中俄既是世界大国，又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始终在对方的对外战略中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相互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胡锦涛主席此次访俄期间，两

国签署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和《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0

周年联合声明》，双方签署能源、金融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21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是中国实现和平发

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俄罗斯国力振兴、重新崛起的重要阶段。两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心都在国内，

巩固睦邻友好、推进战略协作是两国维护各自国家安全、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共同需求。而中俄两国

只有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互补性，制订共同战略、争取共同发展，才能实现各自的崛起与振兴。［1］苏联

解体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得到平稳顺利发展，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建立 15 年，两国已彻底解

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政治互信达到高水平，在国际事务上密切协作。双方经贸合作步入持续快速

发展的新时期，双向投资规模逐步扩大，经济技术合作日趋活跃。随着中俄政治和经贸合作的深入发

展，中俄两国人文交流领域不断扩大，中俄世代友好的和平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世代友好、携手共

进”，始终是中俄两国共同追求的目标。中俄两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和俄罗斯需要加强在政

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更要在人文领域开展对话。近年来，人文交流与合作在中俄两国关系的

发展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人文交流活动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新亮点。［2］人文交流与合作是中俄战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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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进程中新的起点

2001 年，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签署 10 年来，中俄关系一直保持全面健

康快速发展势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方面相互坚定支持，战略互信不断增强; 两国建立起完备的高层交往机制，国家领导人保持着频繁

互访和会晤; 两国经贸、能源、科技、地方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好处，为

两国发展振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两国举办“国家年”、“语言年”等大型交流活动，人文合作蓬勃发展，

民众相互了解和友谊日益加深。
中俄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战略协作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2010 年，双边

贸易额已接近 600 亿美元。中国跃升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步伐明显加

快，边境和地区合作蓬勃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在 2015 年前实现双边贸易额达到 1 000 亿美元的目

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到 2020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2 000 亿美元的规划。继续本着互谅互让、合作共赢

原则积极推进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不断扩大核电、煤炭、电力、新能源和新技术等领域合作，致力构

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投资、高技术等领域及地方合作。
中俄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的沟通和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多

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两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组织中、在 20
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机制中的配合与互动更加积极，共同努力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和建立更加合理

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俄关系已成为促进大国关系良性互动、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未来，中俄两国将大力弘扬两国世代友好的和平理念，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为两国持续发展和全面振兴、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共同努力，并为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安全、稳
定做出新贡献。

2011 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第二个 10 年。在过去的 10 年里，中俄关系全面深化，有了

质的飞跃。政治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务实合作取得重要突破，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更加密

切。中俄为各国发展和谐与平等关系树立了楷模。中俄的人文合作在两国元首的直接关心和大力推

动下，高潮迭起，亮点频现。人文交流与合作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

俄在人文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中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国际新秩序加

速形成之际，中俄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二、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深远意义

2011 年 6 月 15 日访俄期间，胡锦涛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10 周年庆祝音乐会致辞时

说，“10 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条约所确立的宗旨、原则、精神符合中俄两国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生命

力，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10 年来，中俄两国在政治上互尊互信，两国关系日臻成熟; 经济上互利互

惠，务实合作全面发展; 人文领域互学互鉴，传统友谊日益加深; 国际事务中密切协调，战略协作不断深

化。在条约原则和精神指导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梅德韦杰夫在致辞中说，实践证明，条约所确立的各项原则是正确有益的。当前，俄中两国没有

任何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条约为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为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发挥

重要作用，互信、平等、相互尊重的俄中关系已成为当今国际合作的典范。
中俄元首在联合声明中指出，将继续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把发展两国关系作为本国外交的优先方

向之一; 全面深化两国务实合作; 从国家和社会层面全面推动人文等领域合作，打造坚实的社会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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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扩大和深化两军交流和合作，增进两军传统友谊; 进一步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
因此，中俄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相互交流，增进了解，巩固战略伙伴的社会基础。近年来，通过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俄

两国人民对对方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经济发展成就的了解不断加深，为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营造了

有利的社会和舆论氛围，使中俄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深入人心，加固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

基础。2000 年 11 月，为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统筹规范有关领域的合作并使其机制

化，中俄两国决定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成立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根据规定，委员会下设

各领域的合作分委会。委员会和分委会每年召开一次例会，讨论制定委员会和分委会的工作计划，总

结工作计划的执行情况。随着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大，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这个名称已远远不能涵

盖具体的合作内容，根据中俄两国政府的协定，2007 年 7 月 13 日，双方签署了政府间议定书，将中俄教

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委员会下设中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
体和电影等 7 个领域的合作分委会和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

人文领域最初的工作项目只有十余项，发展到现在已有数十项。委员会成立之前在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四个领域的工作主要是团组互访等一般性考察项目。委员会成立之后则很快设立了一批很有

特色的新项目，委员会框架内的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如，探讨成立联合研究生院，共同培养人才; 增加了

中俄两国青少年之间的交流，组织双边中小学生夏冬令营活动; 互设俄语和汉语中心、孔子学院，合作

推广俄语和汉语; 互办大学生艺术节、互办高等教育展、互办文化艺术节、互办青少年运动会等等。在

文化、教育、旅游、体育、媒体等领域，中俄两国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文合作成为中俄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直接关心和大力推动下，中俄在人文领域的合作富

有成效，在中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第二，增信释疑，加强合作。信任的缺乏缘于不了解，俄罗斯电视台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

达 69%的俄罗斯民众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严重威胁。此前，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也曾搞了一项民意

调查，问题是:“谁是俄罗斯的敌人”，选择中包括中国和美国、欧盟等。结果显示，通过电话投票的俄

罗斯中有 77． 9%的俄罗斯人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敌人。［3］笔者认为，俄罗斯人的敌意很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心理因素在作怪，这必然涉及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髓和核心，通过对这一精髓与核心的历史性考

察，判断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大致走势，从而为我们从整体上和历史上把握中俄合作的文化底蕴打下

坚实基础。俄罗斯从基辅罗斯的建立到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从伊凡大帝的艰苦创业到彼得一世大刀阔

斧的改革，从斯大林时代的不可一世到前苏联的剧变，经历了由衰落到强大、由收缩到扩张的发展道

路，贯穿在整个俄罗斯兴衰史中的精髓是俄罗斯民族文化，这些文化精髓无疑说明在 21 世纪俄罗斯要

再一次走向复兴强大的道路。“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是俄罗斯民族再一次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

俄罗斯民族社会积极情绪的真实写照，是人们饱经剧变之苦后，深刻地对前苏联在国际地位上一落千

丈的历史进行的哲学反思。然而，这些“俄罗斯思想”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现在

我们看清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在俄罗斯民族传统和文化中找到支持国人前进的精神

动力，以此动力为源泉，去振兴俄罗斯经济，从而弥补往日曾有的俄罗斯民族的失落感，重建民族自信

心和自豪感，构建新世纪的宏伟蓝图。既然全体俄罗斯人都有极强的发展欲、图强欲，那么在国内整顿

金融秩序，抑制通货膨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财政危机，调整产业结构，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等改

革的同时，更要树立良好国际形象，搞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积极发展国际合作，吸引外资和加强进出

口贸易往来，开发国际市场，形成俄罗斯的经济特色。［4］中国人不了解俄罗斯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变

化，同样，许多俄罗斯人也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这种文化上的隔膜和交往的不畅不仅影响到两

国经贸活动的深入开展，还影响到潜力的挖掘。增进中俄相互了解需要多方努力，是一个系统工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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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的人文交流正在努力缩小中俄民族心灵间的距离，为促进交流合作与开发营造良好的文化气氛。中

俄人文交流是促进中俄两国民族感情交流的重要渠道，只有多沟通，才能消除误解。中国人改革开放

的信心和勇气，为中俄两国人民树立了共同的英雄偶像。合作与开发离不开人文的交流，因为它使合

作的双方有共同的价值观、审美观和经济合作出发点，它还可以成为化解矛盾、减少冲突的黏合剂。对

合作项目的谈判需要有一个文化气氛，只有在良好气氛中谈判才能顺利，才能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共同

发展。如果我们对俄罗斯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无疑会驾起理解的桥梁。［5］

第三，和谐合作，世界的呼唤。胡锦涛主席此次对俄国的访问，从战略高度积极推动了人文交流与

合作，夯实了中俄友好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为中俄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人类历史发展的过

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流，在和而

不同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相得益彰，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持久动力，对于增进互信与友谊、消
除偏见与误解、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是在人和人打交道的关系层面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一直以来对

俄罗斯都怀着很深的感情，关注着俄罗斯的发展。所以人文交流的目标就是通过合作坚定两国人民世

代友好、睦邻和谐的一种信念。开展人文领域合作，是在新时期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通

过人文领域的合作，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中俄双方将通过加大合作力度，特别是使当前的各项合作项目机制化，不断发展两国和谐友好的

人文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的社会基础。以实际行动体现中俄永远是相互信赖

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各个领域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双方计划将各项合作项目进一步机制化。
在教育领域，继续互办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扩大大学生的交流规模; 继续互办教育展，以相互借鉴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经验; 继续组织双边中小学生夏、冬令营活动，进一步增进两国青少年的相互了

解和友谊; 继续扩大留学生规模，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规模。在文化领域，继续

互办艺术节，弘扬两国文化，进一步加强两国青年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对青年文化管理人才进行培

训以保持文化交流的延续性。在卫生领域，应继续办好“中俄卫生周”活动，使中国的中医走进俄罗

斯，被俄罗斯人民所了解和接受。在体育领域，继续加强体育交流与合作计划，双方应以 2014 年索契

冬奥会为契机，加强在筹办奥运会方面的合作，进行信息和经验交流，相互为对方参赛和赛前训练提供

便利。同时进一步促进两国单项体育协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友好交流，推动两国运动水平的共同提

高。在旅游领域，努力扩大双向旅游的规模，提高服务质量，保障旅游者安全。在媒体、电影和档案领

域，在原有合作经验和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沟通，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6］

三、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硕果累累

10 年间，中俄两国人文交流高潮迭起，两国共同举办的“中俄青年友谊年”、“国家年”、“语言年”
等大型活动取得巨大成功，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媒体、旅游等人文领域合作蓬勃发展，两国人民的相

互了解和友谊不断加深。人文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俄在人文领

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在中俄双边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中俄互办“国家年”是两国元首为确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

决策，是中俄关系史上史无前例的重要举措，是双方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根据双

方组委会商定的计划，“中国年”框架内将在政治、经贸、文化、科技、军事、传媒、地方交往等领域举办

近 200 场活动，其中包括多个国家级大项目。胡锦涛主席多次强调，中俄应加强人文合作与交流。“中

国年”活动首次全方位、深入地向俄罗斯人民介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中国。这对于扩大中国在俄罗

斯的认知度，加强俄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深化两国友好的民间基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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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文化领域，中俄互设文化中心、互办艺术节，弘扬两国文化; 在卫生领域，双方探讨建立中

医在俄行医、中医药产品在俄注册销售的机制; 在体育领域，双方加强优势项目的交流，联合备战奥运

会。据统计，2006 年中国“俄罗斯年”的俄罗斯文化节期间，俄方派出 22 个演出团体逾千人次演员，在

华进行广场演出 33 场，剧场演出 54 场，现场观众 12 万余人，电视观众超过 3 亿人次。截至 2007 年 8
月底，已有 6 支中国艺术团体的近 600 名艺术家赴俄参加“中国年”的中国文化节，在莫斯科、圣彼得

堡、弗拉基米尔等城市演出近 30 场，现场观众 6 万余人。2007 年 1 ～ 5 月，俄罗斯旅华人数为 93． 1 万

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 12． 8% ; 赴俄罗斯欧洲部分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增长较快，发展趋势良好。［7］

为了增进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中俄两国政府正在积极搭建语言桥。继 2006 年和 2007 年中俄两

国成功互办“国家年”后，2009 年和 2010 年中俄互办“语言年”，成为俄语热和汉语热不断升温的催化

剂。无数中俄普通民众通过这一活动逐渐了解并喜欢上了对方国家的语言文化。2009 年在中国举办

的“俄语年”和 2010 年在俄罗斯举办的“汉语年”是两国人文交流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它在

两国掀起了学习汉语和俄语的热潮，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深化两国政治

互信和务实合作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随着“国家年”活动的不断展开，两国“汉语热”、“俄语热”急剧升温，到对方国家学习语言的人数

骤增。双方决定在喀山大学共建“孔子学院”就是适应了这种形势的需要。在俄罗斯开办“孔子学院”
旨在传播汉语言文化，支持和推广当地汉语教学，可以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青年了解中国，从事中俄友

好事业，实践《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所确立的“中俄世代友好”精神，这是一项巩固和加强中俄友谊的基

础工程。中俄共办“孔子学院”，加强双方在语言教学领域的合作，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对进一步增进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与友谊，巩固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中俄两国高校在校学

习对方语言的学生都超过万人。这次“汉语年”期间，俄境内又新建了 5 所孔子学院，使该国孔子学院

的总数达到 17 所。“汉语年”活动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从学习汉语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心灵沟通和不同文明对话的桥梁。中俄“语言年”活动涉及的

绝不仅仅是语言教学领域，而是涵盖了教育、文化、科技等两国人文交流的各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

讲，这一活动是中俄两国人文交流史上的盛事。在“语言年”举办期间，两国共举行了约 500 项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中国功夫、中华美食、中医中药、中国哲学这些中国元素已经越来

越为普通俄罗斯民众所熟悉和接受。同时，中国民众也加深了对俄罗斯的了解。“语言年”的举办正

值中俄建交 60 周年，这是两国在新时期为全面推进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语

言年”的举办，使中俄“世代友好、携手共进”的理念更加深入两国民心。俄总理普京说:“相信随着汉

语和俄语这神奇而充满魅力的语言文化在对方国家的普及，俄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将会不断发扬

光大，俄中关系的明天会更加美好。”［8］

展望今后的中俄两国人文交流工作，根据中俄两国相关部门签署的框架协议，2012 年双方将互办

“旅游年”活动，中方愿意和俄方一道，丰富人文领域的合作与内涵，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把中俄两国

之间人文交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9］

四、构筑人文交流与合作信任基石，助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合作

积极拓展并深化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对于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普京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也特别强调了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他说，人文合作是

俄中关系，包括双方政治、经济合作必不可少的基础。只有在人文合作的基础上，两国才能建设双边关

系最重要的基石———相互信任。没有这个基础，就无从谈及其他领域的合作。
这些年来，两国多层次的人文交流始终占据着两国交流的重要位置，发挥着推动相互友好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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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中俄人文交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根本性地带动了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双向合作。两国政

府和民间举行了多次体现时代主题的人文交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的“俄罗斯中国文化年”、“中国俄

罗斯文化年”和“中国汉语文化年”等活动，为两国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强有力的生机与活力，

两国人民同时深深感受到了民族文化的影响魅力。在这一点上中俄为世界做出了榜样，是和谐世界的

推动者，也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
中俄间要在多层次、多领域加强具有生机活力的合作与交流。开展两国专家学者间的交流同样十

分重要，使两国学术资源得到有效发挥，共同探寻人类发展的新课题、新挑战尤为必要。民间力量推动

各类论坛，提升双方交流的高度和深度，通过世侨会大力架设学术、专家交流的桥梁。随着形势的发展

不断开辟新领域，不断创新交流内容，让双方交流的机制充满活力，充满生命力。为巩固两国传统友

谊，建立两国持久合作关系而努力。
十多年来，中俄双方建立起了完善、丰富的高层交往机制，政府各级别、各领域的沟通与合作也十

分顺畅。当然，也应该承认，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还没有跟上两国总体关系发展的步伐。而两国民众

之间的认知程度和交流情况往往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两国人文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也将决定着

两国关系发展的水平。因此，两国政府与社会各界把扩大人文合作、加强彼此了解、深化民间基础作为

推动全面合作的重要发力点。不断开展的各种文化交流、青年交流、教育交流、媒体交流、旅游交流一

直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2009 年双方就此又完成了两个项目，即中国中央电视台俄语

频道在俄境内开播，以及在中国举办“俄语年”活动。前者让中国声音进入俄罗斯，为俄罗斯民众认知

中国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后者则为更多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了解俄罗斯提供了机会。我们不会止

步于此，一定还会寻找新的合作方式，谋划新的合作领域和项目。总之，目前中俄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保

持两国在各个领域进行双边对话和合作的活跃势头，将“国家年”活动期间所获得的勃勃动力和生机

有效加以利用，造福两国人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了第二个 10 年，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
优化贸易结构、推进人文领域合作是双方的重点合作方向。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了大发展的崭

新阶段。
1． 双方已互为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两国通过对话谈判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涉及

对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高层交往和各领域

合作机制，签署了 200 多份双边合作文件。两国始终坚持从战略、长远和全局角度看待和处理双边关

系，始终将发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对外政策的主要优先方向。深刻战略内涵、高度政治互信成为中俄

关系的突出特点。
2． 双方已成为互利共赢的主要经贸合作伙伴。10 年来，中俄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从 2000 年的约

80 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近 600 亿美元，增长 6 倍多。双方在能源、科技、金融、地方等重点领域相继

实施了一批大项目，务实合作正向纵深推进，质量和规模协调发展。双方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保持了各自国家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中俄关系的物质纽带日益牢固，双边务实合作正成为两国实现

共同发展振兴不可或缺的促进因素。
3． 双方已成为互学互鉴的人文合作伙伴。两国成功举办了“青年友谊年”、“国家年”、“语言年”等

大型人文交流活动，人员往来年均达到 300 万人次以上，相互开设了文化中心、孔子学院和俄语中心，

电视频道相互落地，在对方遭受重大灾难时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两国民众相互了解与好感不断深

化，年轻一代正成为两国友好事业的生力军。中俄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更加坚实。
4． 双方已成为互帮互助的国际合作伙伴。中俄均主张严格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致力于维护世

界和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两国共同倡议成立了上海合

作组织、金砖国家、中俄印等促进新兴国家合作的多边合作机制，建立了战略安全磋商机制，积极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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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在联合国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及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

了密切沟通协调。中俄在国际舞台上的精诚合作维护了两国共同利益，推动了国际力量对比向更加均

衡的方向发展，成为促进国际形势健康发展主要建设性力量。
在迎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之际，我们看到，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趋势正不断深入，开放

合作、互利共赢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仍面临诸多严峻威胁和挑战，需要

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应对。中俄继续恪守条约的宗旨、原则和精神，大力弘扬条约的和平理念，共同牢

牢把握机遇，携手妥善应对挑战，显得更加迫切，更为重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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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ino －Russia Relationship

LI Ya － nan

Abstract: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ritical historical period for China to achieve peaceful development，as well as the critical

phase of Russia to revitalize national strength and revival． Cementing of the good neighborliness and develop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re the com-

mon need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assure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economy，while both two countries＇stra-

tegic targets are within the nation． Only by making ultimate use of economic complementariness and formulating common development strategy

while striving for common development，can the two countries realize their rise and revitalization． Sino － Russia leaders have stressed more than

once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not only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politics，economy，and security fields，but also to initiate dialogues in humanity

fields． Humanit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is important for developing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 － ordination，which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fir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Sino － 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humanity fields;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Country Year; Year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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