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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3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大倡

议，得到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2015 年 3 月，国

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颁布《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从 2015 年

3 月《愿景与行动》颁布截至 2017 年 8 月 19 日，

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国家和

国际组织共计 69 个。《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

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应该以五通发展为主

要内容，加强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

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1]。这些政策

表明：中国期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体育

领域的各方面进行合作与交流。

南亚位于“一带一路”南线，在地理位置上

有 5 个国家与我国毗邻，在任何历史时期，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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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与

交流都较为密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

不断推进，中国与南亚多个国家包括尼泊尔、马

尔代夫、孟加拉国等国签订了经贸方面的谅解备

忘录，促进了中国与南亚国家在经济贸易、投资

合作上取得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但是，在体育领

域合作与交流方面，除 2008 年 5 月与马尔代夫签

署了《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马尔代夫青年和体育

部体育合作协议》[2]，至今尚未与南亚其他国家签

订相关国际协定。目前，南亚地区体育事业发展

的基本概况为：一、由于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影

响，体育事业发展较为缓慢；二、不同国家的体

育事业发展的程度、水平各不相同，基本情况为

大国强于小国；三、在竞技体育方面，缺乏举办

大型区域运动会或国际性综合运动会的经验、技

术、资金等；四、在体育运动项目方面，各国的

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如卡巴迪、曲棍球等，由于普

及广泛、发展历史悠久等因素，技术水平与竞技

能力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领先，但现代体育运动

项目如排球、乒乓球等，由于经济、技术等原因

很难在国际比赛中获得较好名次。因此，在体育

事业的发展上，南亚各国也迫切需要与中国进行

合作与交流，以促进自身现代体育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与南亚地区进行体育合作与

交流是双方共同的期望。双方进行体育合作与交

流，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与南亚各国的体育事业

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体育其他功

能在新的历史时期更有效的发挥。加强中国与南

亚国家的体育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

与南亚地区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稳定、经济的稳

步发展，还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与民族情感的

增进，实现“五通发展”。

2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合作与交流发展历程

2.1 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的

外交政策，从 1949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 30

年间，南亚各国中有 6 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包括

1950 年 4 月初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1951 年 5 月

与巴基斯坦建立外交关系；1955 年 8 月与尼泊尔

确立外交关系；1957 年新中国与斯里兰卡建立外

交关系；1972 年 10 月，中国与马尔代夫建立外交

关系；1975 年 10 月，中国与孟加拉国家建交 [3]。

在建国初期，虽然中国的经济也较为落后，但是

为了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及能够更好地发挥体

育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在 1955 年以后，百

废待兴的新中国就开始对南亚的第三世界国家进

行体育援助，内容包括修建体育场馆、提供体育

器材等。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刚建国不久

经济水平有限等原因，我国对南亚国家的体育援

助项目较少，与南亚国家间的体育合作与交流也

较为缺乏；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合作与交流主

要组织形式是以政府为主导，国家专门成立相关

体育行政机构主持、规划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

合作与交流。

2.2 改革开放初期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全面实行改

革开放，中国的对外交往活动日益增多。这一时

期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合作与交流目标是促进

中国与南亚国家友好睦邻关系的发展、推动中国

迅速发展与和平崛起、促进中国与南亚体育事业

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与南亚国家体育合作与交

流的组织形式依旧表现为政府为主导，以中国对

南亚的体育援助为主要方式。但是随着我国综合

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

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政治上互信度提高、经济上联

系日益密切，我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合作与交流

的频度也日益增加并且开始出现双向的体育合作

与交流，体育合作与交流的内容也扩展至三个方

面，即体育场馆设施建设援助、派遣教练员进行

技术援助、组织交流赛或友谊赛等，例如，1998

年中国对尼泊尔的国家体育场、1999 年第八届南

亚运动会的射击场、国家游泳中心等项目进行援助

建设。

2.3 21 世纪初至今

进入 21 世纪，中国与南亚多个国家确立了友

好合作伙伴关系并签订了相关国际协定，中国与

南亚各国的国际关系更加密切，体育合作与交流

得到进一步发展。2008 年 5 月，我国与马尔代夫

签署了《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和马尔代夫青年和体

育部体育合作协议》，这份协议在促进中国与马尔

代夫体育发展的同时更是为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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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更深层次的体育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借鉴。在

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对南亚国家的体育援助以及

与南亚国家的双向交流更加频繁。例如：2009 年

12 月到次年 2 月，国家体育总局委派天津体育学

院的刘锦瑶老师作为团体操专家赴孟加拉国，援

助在该国举行的南亚运动会 [4]；2010 年，为备战

亚运会，中国板球国家队远赴孟加拉国进行为期

一个月的集训 [5]。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南亚

国家体育合作与交流的组织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发

展的状态，表现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例如，2016 年 5 月，云南昆明理工大学举

办的“第二届南亚东南亚国家大学生文化体育昆

明交流周”邀请了南亚多个国家的高校大学生进

行比赛交流 [6]。

3 中国与南亚国家体育合作与交流存在的问题

体育合作与交流为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间的

相互了解，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双边关系的改善

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目前中国与南亚国家的

体育合作与交流还存在很多问题。

在组织形式方面，体育合作与交流主要以政

府为主导，由专门的体育行政机构—国家体育

总局主持，虽然高校、体育社团也有与南亚国家

进行合作与交流的行为，但是在举国体制下，我

国体育社团等其他非行政组织与南亚国家进行体

育合作与交流的活动受限较大。

在内容方面，以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与体

育运动项目技术交流为主，并且大部分的体育合

作与交流活动都是以中国单方面的对南亚国家进

行体育资本输出与运动技术输出为主，这反映出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合作与交流主要集中在物

质层面与技术层面，合作与交流的方式单一、深

度与广度不足。

在模式方面，主要是国家间的双边体育合作与

交流为主，即中国与南亚其中某一个国家一对一的

体育合作与交流，缺乏多边的体育合作与交流。

4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南亚国家体育合作

与交流的建议

4.1 以经济领域合作与交流为基础进行体育合作

与交流

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现在已经 4 年

多，中国已与多个南亚国家签订了经贸合作方面

的“谅解备忘录”，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实践并产生了良好的效应。例如，2017 年上半年

完工并投入使用的由我国企业建设的斯里兰卡国

际机场（科伦坡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2017 年 8

月正式开工的中国政府援助尼泊尔加德满都杜巴

广场九层神庙震后修复工作等 [7]；2017 年 9 月 16

日，中国企业与孟加拉国已签约多哈扎里至科克

斯巴扎尔铁路项目总承包合作项目 [8]。这些都是

我国与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五

通”发展的重要合作项目。这一系列成功合作的

案例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经济贸易的

发展，也为中国与南亚进行体育合作与交流奠定

了基础、提供了借鉴。因此，我国在与南亚国家

进行体育合作与交流时，一方面应该借鉴经济方

面合作与交流的成功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另

一方面应该积极利用经济方面合作与交流所创造

的国家间有利环境进行体育合作与交流。

4.2 发挥资源优势，加强体育旅游合作与交流

在国际区域合作新模式“一带一路”框架下，

体育旅游合作是体育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体

育旅游是旅游业的新兴产业，发展体育旅游一方

面能够丰富旅游产品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旅

游业的转型与升级，还能激活体育资源、推动体

育产业的发展 [9]。南亚，东西南三面环海，北部

山地、中部平原、南部高原，具有良好的地形、

水文、气候等条件。例如，尼泊尔喜马拉雅地区

冰川总面积达到 3903.44km2[10]，可以发展冰雪徒

步旅游；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均为海岛国家，拥

有较长的海岸线，其中斯里兰卡海岸线更是达到

1340 千米，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可以发展各项水

上体育运动与旅游项目。南亚地区虽然体育旅游

资源较为丰富，但是在体育资源开发的技术经验

与资金上还是比较欠缺。而中国对体育旅游资源

的开发具有较为相对成熟的经验与雄厚的资本。

鉴于此，中国与南亚应该发挥各自优势，进行体

育旅游合作。首先，中国与南亚各国应该加强沟

通，在政策上相互协调，消除体育旅游合作障碍；

其次，互联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我国与

南亚各国应当合作建设体育旅游的互联网宣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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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平台，建立区域官方体育旅游网站，互相设

置相关链接，以互联网为媒介，提高知名度、拓

宽国际市场，加强区域体育旅游产业的合作与宣

传；最后，中国与南亚应加强双方高校间的交流，

合作培养体育旅游产业各方面人才，建设良好的

体育旅游产业人才队伍，推动区域体育旅游产业

的健康发展。

4.3 利用地缘优势，加强体育文化合作与交流

从古至今，中国与南亚在文化交流方面都有

着密切的联系，中国与南亚的文化既有显著区别

又有较大联系。南亚位于“一带一路”建设南线

上，多个国家与中国直接接壤，中国与南亚进行

体育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具有极大的地缘优势。在

“一带一路”的建设平台上，与南亚国家体育文化

交流与合作中，中国应积极主动地利用地缘优势，

与南亚国家提高合作与交流的深度，拓宽合作与

交流的广度。一方面，中国与南亚可以利用传统

体育文化节庆日（如印度传统节日进行的古典式

摔跤比赛、赛牛；中国端午节的赛龙舟、元宵节

的舞龙）互相邀请体育组织、运动队参加本国的

传统体育活动或组织友谊赛，然后，逐渐拓展体

育文化合作与交流的地域、空间、项目等。另一

方面，中国可以利用在南亚建设的孔子学院进行

体育文化交流与合作。孔子学院是中外教育部门

合办的，以传播中华文化为目的的教育组织。目

前中国在南亚地区一共建设了 11 所孔子学院 [11]，

在与南亚的体育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可以充分发挥

孔子学院的作用，以孔子学院为媒介，推动中国

与南亚地区体育文化的合作与交流。例如，可以

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一些如舞龙、太极拳、气功等

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为选修兴趣课，以此传播中华

传统体育文化，同时也可以在孔子课堂增设一些

南亚地区的传统体育项目，为南亚地区传统体育

项目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推动体育文化交流与

发展。

4.4 转变体育交流方式，改善体育合作结构

中国与南亚地区以往的体育合作与交流过程

中，一方面，在方式上主要以体育运动项目竞赛

的方式进行，而南亚与中国相比除了其传统体育

运动项目卡巴迪（亚运会比赛项目）、曲棍球外几

乎没有其他体育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高于中国。

因此，在以往的体育运动项目的合作与交流中主

要以中国单方面的技术输出为主，中国与南亚可

相互取长补短的体育运动项目较少。因此，在“一

带一路”国际区域合作背景下，中国与南亚的体

育合作与交流需要转变交流方式，扩大交流领域，

利用“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加强在民俗体育

活动项目、学校体育运动项目、群众体育运动项

目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中国与南亚地区民

族体育、学校体育以及群众体育的发展。另一方

面，在方向上主要以中国对南亚的单方面援助与

扶持为主，长期性的单方面输出不利于合作积极

性的提高，也不利于共同发展。所以，中国与南

亚在体育合作与交流过程中，双方应该积极利用

各自的优势加强双向性的合作与交流。可以结合

中国的资金优势与技术优势、南亚地区的劳动力

优势与原材料资源优势进行合作，促进各地区的

体育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实现优势互补，推动

经济与体育事业的共同发展。

4.5 加强中国与南亚体育发展战略、政策衔接

一方面，自 2013 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

和 2015 年 3 月出台《愿景与行动》至今，在未来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带一路”建设将是我国

对外交往的工作重心，而南亚各国虽然接受了中

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并且签署了相关

谅解备忘录，但是南亚各国也有着自己的优先考

虑发展政策，比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发展政

策。所以，南亚各国在体育事业发展方面上也有

自己的发展政策或者区域体育合作协议。另一方

面，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可以实行“举国体制”，

即中央政策下达后，各地方政府可以百分百执行，

而南亚国家在政治体制、行政管理方式、执行效

率上与中国具有明显差异，所以在体育合作步调

上并不能高度保持一致。上述两个方面因素，对

中国与南亚进行体育合作行动的一致性影响较大。

尽管在体育发展政策、执行力度、行动节奏上会

出现差异，但是各国的体育发展政策或区域间体

育发展协议与“一带一路”中关于体育合作与交

流的最终目的与初衷是一致的。中国可与南亚国

家进行沟通协商，使南亚国家的体育发展政策或

区域间的体育发展协议与“一带一路”中的体育

发展政策相互靠拢，实现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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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充分衔接，在各方未来的体育

发展过程中，实现“齐步走”、“力往一块使，劲

往一块出”，与南亚国家共同构建体育合作与发展

的“命运共同体”。

4.6 增进体育合作与交流互信

互信是合作与交流的基础，在中国与南亚国

家之间互信不足是影响体育交流与合作的重大阻

碍。目前，合作与交流互信不足主要存在于中国

与印度之间。由于地缘政治、经济、历史等原因，

印度一直视其他南亚国家如尼泊尔、不丹等国为

“后花园”。因此，随着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交

流与合作不断加强与深化，印度对中国的戒备与

排斥也不断上升。因此，我们需要从思想认识、

政策制定以及行为表现上增强中国与南亚国家体

育合作与交流的互信。首先，中国应始终坚持“一

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

原则，“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在体育合作与交流过程中，

各国应坦诚相待消除疑虑，让南亚国家了解中国

体育合作与交流的真正意图是促进各国体育的互

惠发展，从而建立中国与南亚体育合作与发展“共

同体”的观念。其次，中国与南亚各国之间应加

强沟通与协商，努力达成共识，制定互惠互利的

合作方针，提高双方的体育合作信度，避免道德

风险，减少失信行为，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体育创

造一个良好的合作与交流的环境。最后，在体育

经济、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体育运动技术等方面，

给予南亚国家更多的帮助。

4.7 加强体育信息合作与交流

南亚地区具有特殊的地势地形条件和生态环

境、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以及不稳定的政

治局势、不间断的国家边境争端、复杂的社会环

境等区域特征。而目前中国对南亚地区体育各方

面的实际情况或相关信息掌握的数量较少、准确

性较低，这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与南亚国家进行体

育合作与交流的政策制定、决策判断。因此，我

国需要加强对南亚各国在体育合作与交流各方面

信息的掌握，充分了解南亚各国各地区体育自然

资源状况、体育人文资源状况等体育合作与交流

背景，为科学制定中国与南亚进行体育合作与交

流的方针政策提供智力支持。在获取信息方面，

一方面，中国可以派遣有关专家对南亚国家的包

括现有体育资源状况、体育产业发展状况、体育

文化背景等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收集相关信息，

建立南亚的体育资源信息数据库；另一方面，可

以采取官方途径与南亚国家共同协商，共同创建

体育信息交流平台，实现体育各方面数据资源、

信息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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