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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是隔海相望的近邻，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
河中，两国的文化互相借鉴，优势互补，共同谱写了灿烂的文化篇章。中韩两国人民在长
期的友好交往和交流中，彼此都有某种亲近感和认同感，尽管在冷战时期曾中断往来，但
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在中国和韩国相继出现了“韩流”与中国热。中韩建交后，
两国的文化交流很快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两国在文学、艺术、教育、社会
科学、体育、卫生保健、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青少年等领域的交
流不断深入开展。
一、合作交流的回顾
两国在这一领域的交流，初期以政府为主导，官民并举。随着交往增多、合作领域不
断扩大，双方的交流也逐步由官方主导逐步扩大到民间。建交 17 年来，双边交流与合作
展现出宽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发展态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两国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中韩两国政府都十分关心和支持两国的文化交流，两国领导人进行互访时，均对两国
的文化交流作过重要的阐述。1994 年 3 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时，两国签署了文化合作
协定。2000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韩国总统金大中就在两国互设文化中心达成共识。
此后，两国分别在对方的首都开设了中国文化中心和韩国文化院。为纪念中韩建交十周年，
中国总理朱鎔基于 2000 年 10 月访问韩国时，与金大中总统商定将 2002 年作为“中韩国
民交流年”。“中韩国民交流年”活动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两国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成为中韩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加强交流和发展友谊的重要契机。2005 年 11 月，中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韩时，与韩国总统卢武铉商定 2007 年即中韩建交 15 周年为“中韩交流
年”。为此，两国政府筹划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纪念和庆祝活动。双方还任命了友好
形象大使，成立了专门机构，分别或共同主办了一系列活动。举办中韩交流年活动，对增
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双方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中韩关系进一步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多层次、多渠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建交以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亮点。从音乐、舞蹈、广播、
电视、美术、体育，到教育、学术、旅游等，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多层次，多渠道，形
式多样的文化交流关系，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迅速增加，交流的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参与
交流的人数成倍增长，双方的交流由最初的官方主导逐渐向民间主导扩展。政府层面，除
了中央政府外，两国地方政府之间也加强了合作与交流。目前，已有北京市—首尔市、上

海市—釜山市、山东省—庆尚南道等116对中国的省、市与韩国的道、市缔结了友好关系。
两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交流，对进一步增进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双方的主要交流项目如下：
1）文化、艺术、体育方面：政府间代表团互访交流、在两国举办文化艺术活动、国
际性比赛、两国传统和现代艺术教育领域合作与交流、两国艺术研究院、美术馆间合作与
交流、专家学者进行合作研究等。
2）文化产业方面：双方在出版、印刷、电影、动画、音像等文化产业的合作与交流；
为两国文化产业合作、展览、演出、 贸易等，向法人机关提供便利；共同打击盗版行为，
加强信息交流；支持文化产业经纪人、制作人、歌手、演员交流与互访；在出版、印刷、
信息交流方面，进行合作研究；双方上述领域代表团互访交流等。
3）教育方面：政府间代表团互访、校际交流、互派教师讲学、联合研究、共同举办
学术会议、互派留学生等。
双方以组团互访、文化大展、文化月、文艺汇演、电影周、旅游友好交流周、共同研
究、文化周、演讲比赛、体育竞技、夏令营等进行交流与合作，加深了理解，增强了友谊。
双方还分别在两国召开书法、历史、考古、教育、博物馆、体育史、图书馆学、医学、文
化产业，自然环境等领域的学术研讨会。两国交流的领域不断扩大，交流内容和形式多种
多样。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艺术形式品种繁多，许多艺术形式受到韩国民众的
喜爱；韩国具有地方特色的展演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鲜的精神享受。医学界交流也很活
跃，中国的中医中药与韩国的韩医韩药同源，交流十分顺利。
3，“韩流”与“汉风”的形成与发展
前些年，一股“韩流”席卷中国各地，韩国的电视剧、电影、小说、DVD 以及各式各
样的韩国商品等愈来愈受欢迎，更有所谓“哈韩族”的出现，他（她）们学习韩语、穿着
韩式服装、追崇韩国明星等等。所谓“韩流”，是人们对韩国文化产品在中国风靡流行的
一种统称，泛指浸透着韩国文化气息的产品和生活方式在中国掀起的流行风潮。主要包括
韩国的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游戏等。随着“韩流”现象的持续，韩国的美容、时装、
足球、手机、汽车等也被纳入了“韩流”的范畴。韩流在中国的表现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
几个方面：1）韩国电视剧的大量引进；2）韩国电影的涌入；3）韩国的音乐舞蹈迷倒了
中国的“哈韩族”；4）韩国小说的畅销；5）韩国网络游戏冲击中国网络游戏市场；6）
韩国产品的热销；7）韩国饮食火暴等。
当“韩流”在中国不断涌动的同时，随着中韩关系的快速发展，在韩国社会也形成了一
股强劲的“汉风”（又称“中国热”）。主要表现在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建设唐人街、
赴中国旅游、吃中国料理、开办中文媒体等方面。近几年来，中国文化在韩国的传播逐渐
扩大，学习汉语的韩国人迅速增加，到中国旅游、学习的韩国人与日俱增。为了满足韩国
社会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迫切需要，韩国主要媒体相继开通了中文网站或电视频道。
4，教育交流异常活跃
中韩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从 1992 年两国建交之初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当年即
实现了两国教育主管部门代表团互访，考察对方国家的教育发展状况。两国教育部于

1995 年 7 月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大韩民国教育部教育交流与合作协
议》， 2001 年和 2004 年先后两次修订并续签协议。在政府间协议的框架下，中国国家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韩国国际教育振兴院，各省、道教育厅之间以及高等院校之间先后签
署了学者、学术交流与合作、留学生交流、汉语、韩国语水平考试等多项合作协议。2008
年 5 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韩两国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备忘录，
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质性交流与合作，特别是推动留学生交流的持续良
性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008 年 8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主席访问韩国期间，
两国签署了《2008-2010 中韩教育交流协议》，双方同意从 2009 年开始实施互派初中学生
短期互访项目，并将两国政府交换奖学金生规模扩大至每年 60 人。
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各级学校和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流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
前，已有中方的 150 多所院校与韩方的 140 多所院校签定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协议。为进一
步推动两国高校之间在高层次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科研合作，双方还建立了大学强强合作机
制，多次成功举办不同类型的校长论坛和不同专题的学术论坛。目前，除双方教育部主管
的中韩大学校长论坛及中韩职业教育论坛外，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及相关教育机构与中国
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批重点院校定期联合举办的各种论坛及学术研
究活动，不仅使中韩两国的学术交流活动更加密切，还带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学术交流，
更进一步促进了高层人才的联合培养。自 2004 年以来，每年定期举办的以世界文明为主
题的“北京论坛”；以能源、金融、信息为主题的“上海论坛”以及“世界儒学论坛”、
“东北亚论坛”、“东南亚论坛”、“环黄海大学校长论坛”等系列性的学术活动已经在
世界一定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受到各国政府部门和著名学者的关注。
学术交流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双方的学术研究和各
种论坛、研讨会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中国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设置了韩国学研
究中心，研究领域也从起初的以韩国历史、经济为中心，逐渐扩展到韩国的政治、外交、
民俗、语言、文学、教育等各个领域。由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等韩国学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编撰出版的《朝鲜半岛相关文献目录》（1992—2005），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时
期中国的专家学者研究韩国学所取得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自1992年至2005年的14年期
间，在中国出版的有关研究韩国学方面的著作（包括专著、译著、编著、词典等）共1336
部；在各类正式出版的杂志上发表的有关韩国学研究的论文达5765篇。两国建交后，韩国
国内的对华研究机构以及各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也“雨后春笋”般地增长，在研究中
国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语言人才的培养是发展中韩关系的重要基础。1992年中韩建交时，中国开设韩国语专
业的大学只有6所，在校学生只有300余人。随着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飞速发展，
社会对韩国语人才的需求逐年增加。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各高校纷纷开设韩国语专业。
目前，开设韩国语专业的大学已达100多所，在校学生超过10000人；中韩建交以后，韩国
内与汉语教学相关的办学机构，在数量和规模上一直保持增长态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
韩国已有90多所研究生院、130多所大学、70多所大专、1000多所高中、100多所中小学开
设了汉语或者与汉语和中国学相关的专业。

留学生交流规模和层次不断扩大，为发展中韩关系奠定了人才基础。目前，在韩国留
学的中国学生和在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均已超过 70000 人，中国和韩国分别成为各自国家
中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5，青少年交流蓬勃发展
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中韩青少年交流已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国政府
的重视和两国青少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不少成果。政府层面的中韩青少年交流由
建交初每年 40 人的交流规模发展到目前近 800 人，双方交流的领域和内容也不断得以拓
展和丰富。两国青少年在历史、文化、文艺、体育、环保、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进行
了实质性的交流，通过参观、联欢、论坛、竞赛、夏令营、家访、民宿等活动，加强了对
对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增进了相互之间的友好感情。 两
国青少年交流中学生交流非常活跃， 大致有下列一些形式：学生代表团互访、大学生志
愿者交流营活动、文化交流夏令营、假期出国实地考察、中国街道（社区）邀请韩国留学
生参加联谊活动、互联网交流、学生结对子互学（主要学习语言）等。除了上述双边交流
外，中韩两国青少年还通过参加国际青年论坛、国际青年夏令营、国际青年海洋节、国际
青年广场、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世界名牌大学韩国学研究生论坛、亚欧师资培训班、亚洲
青年论坛、亚洲青少年夏令营、东北亚青年论坛、中日韩青年领导人论坛、中日韩青少年
论坛、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等，在多边交往的过程中进行交流。
在中韩两国青少年（民间）的交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先生
所推进的中韩友谊林沙漠绿化合作项目。权丙铉先生早在 2001 年 1 月就创建了致力于中
韩青年交流与环保合作的韩中文化青少年协会。这一年，权丙铉先生还发起了中韩大学生
共植未来林活动。2005 年，北京团市委、北京市青联与韩国韩中文化青少年协会（韩国未
来林）正式合作，签署了两组织友好交往意向书，以年内互访形式加强两国青年的友好交
流。按照协议，每年春季和秋季两组织分别选拔百名中韩优秀大学生在北京和首尔以环保
为主题进行友好交流。2006 年，该活动正式定名为“中韩大学生志愿者交流营”，将主题
范围确定为志愿与环保，每年以百名中韩大学生互访形式推动两国大学生的对话与合作。
截至 2007 年底，已有上千名中韩大学生参与了此项活动。意向书决定由韩方提供赞助在
北京平谷区建造“中韩未来林”。该项目为期五年，计划造林 100 亩，自 2008 年 3 月开
始建设，并设立永久性纪念标志物—“中韩未来林石碑”，每年组织中韩大学生志愿者交
流营活动并植树 2000 株，五年累计 1 万株。
2006 年 5 月，由全国青联、内蒙古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和韩中文化青少年协会（未来林）
三方共同实施的“中韩友好绿色长城建设项目”启动仪式在京举行。10 月 20 日，韩中文
化青少年协会与全国青联签署合作协议，计划 5 年内在达拉特旗库布其沙漠东侧南北 20
公里的川沙公路上建立绿化林带，绿化带总面积将达到 3587 公顷。2008 年 4 月，由韩国
韩中文化青少年协会在韩国范围内招募的近百名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一同在位于内蒙古达
拉特旗库布其沙漠腹地的“共青生态园”内参加了“中韩友好绿色长城”植树活动。
6，媒体交流成果显著

媒体交流在增进双方认知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媒体的交流与合作——使中国的全
新面貌，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所取得成就，比较完整地展示出来，有助于韩国国民对
中国发展的理解。中国媒体对韩国的报道，不仅加深了中国人对韩国的亲近，而且从中吸
取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例如，88 首尔奥运会，韩国的“新村运动”等等。另外，中韩媒体
对六方会谈的报道，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中韩对四川大地震
的报道，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互动式的报道，这对加强相互理解与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平台。中韩媒体交流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建交初期的起步阶段：主要体现在互访、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及设立记者站等方面。
这一阶段为中韩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2）新闻报道进入量和质的提升阶段。目前，韩国驻华媒体已从建交时的 8 家，增长
到 24 家。韩国媒体对华报道已经跃居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位。在质的方面，对中国的报道
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而向政治体制等深层次发展。中国媒体对韩国的报道量也剧增。此间，
中韩媒体之间还举办了多次研讨会，加强了沟通和理解。
3）媒体合作进入产业合作与交流的探索阶段，主要表现为 2008 年 3 月在首尔举行了
第一届中韩媒体产业发展研讨会，双方就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发展及合作进行
了新的探讨。
为了进一步发挥媒体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中的作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韩国
文化体育观光部联合主办、韩国 21 世纪韩中交流协会承办的首届中韩媒体高层对话于
2009 年 6 月 10 至 14 日在中国举行。
7，人员交往猛增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一脉相承，两国民众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文化传统相近使两
国国民比其它国家的国民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和沟通，民间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双方人员友好往来不断增加，两国都已成为各自国民出访的重要目
的地。1994 年 12 月签定的航空协定，开辟直通航线，为扩大两国的人员往来提供了交通
方便。目前，除烟台—釜山、青岛—仁川等城市间的客轮航线外，中韩之间每周有 800 多
个航班穿梭于两国的 40 多个大中城市。2008 年，两国的互访人员达到 600 多万人次，与
建交第二年的 1993 年相比，增加了近 40 倍。与此同时，双方各有几十万人长期居留在对
方国家从事商务活动、深造学习等。频繁活跃的人员往来，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
相互了解，使得中韩民间交流与合作充满活力，为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存在的问题
中韩建交以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全面迅速发展，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为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国的交往不断增加，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杂音”
和“负面认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两国民间层面出现的一股不利于两国关系的
“嫌韩”、“嫌中”情绪， 虽然这不是中韩关系的主流，但也不可掉以轻心。两国关系
中，社会文化领域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2）申遗引起的争议；3）“嫌
韩”、“嫌中”的产生；）4）互联网上的“负面言论”；5）媒体炒作等。

由于两国边境相连，交流频繁，属同一文化圈，关系十分密切，很容易形成文化上的
认同。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因为地缘关系的密切，出现一些小的摩擦，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
及时解决，就很容易上升到政府层面，变成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
不能小视，必须从战略高度给予及时解决。如何避免一些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因素，出现
问题之后如何使双方保持冷静态度对待，采取什么方法解决问题，这些都值得中韩双方不
同层次特别是学术界认真探讨，成立中韩专家学者联合研究委员会可以说是适逢其时。中
韩联合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落实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寻求新的拓展点，通过协商
解决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保持两国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
三、中韩关系的未来
自 1992 年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两国从最初的“单纯外交”关系，很快晋升为“睦邻
友好”关系，1998 年又升级为“合作伙伴关系”，2003 年再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如今已跃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这短短的 10 多年中，中韩关系节节升温，
已经反映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紧密联系。而在“伙伴关系”之上增添
“战略”一词，也反映出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领域所具有的长远
利益。
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中韩关系的升华，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具有鲜明的目
标和丰富的内涵。“战略合作”是“全面合作”关系的升级，它主要体现在：1）战略合
作伙伴是在量增加的基础上，质的提升；2）中韩双方超越双边范畴，上升为互为具有地
区和全球影响的战略伙伴；3）将中韩关系置于战略高度，在谋求长期共同发展的同时，
推进在地区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一大显著特点是：
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挑战，不具有排它性。2008 年 8 月中韩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
为中韩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飞跃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中韩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友好交往是中韩关系史的主流。由于两国山水相连，交
流频繁，属同一文化圈，历史上的纽带性以及两国相近的文化底蕴，相近的价值观念等诸
因素，使文化交流在增进两国的认知度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因此，在发展两国
关系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尤为重要。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去进
一步充实和拓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并进一步推动两国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
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韩关系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韩双方将
深化两国合作关系，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以信任的精神和积极的态度，增进相互了
解与理解，加强交流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