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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全称为文莱达鲁萨兰国，位于东南亚的加
里曼丹岛上，地处加里曼丹岛的西北部，北濒南中
国海，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的砂拉越州接壤，并
被砂拉越州的林梦分隔为东西两部分。文莱国土面

积为5765平方千米，人口总数为421300人（2017年），
其中文莱公民为 323500人，占总人口的76.8%；永
久居民为 33000人，占总人口的 7.8%；临时居民为
64800人，占总人口的 15.4%①。文莱是君主制国家，

摘要：中国与文莱自古以来就建立并保持了友好往来的传统。1991年两国建交以来，尤其是 2010年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后，中文两国经贸合作发展迅速，双边贸易有着很强的优势互补性，投资合作潜
力较大。本文通过对中文两国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进行细致分析，指出中文两国在加强经贸合作的同时，
更要推动人文交流，增强相互理解和尊重，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发展提供跨文化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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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mporary China-Brunei Darussalam Trade Cooper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s：A Prelimina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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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 and Brunei Darussalam hav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a long history of friendly relations.
Since formal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established in 1991，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China-
ASEAN Free Trade Area was set up in 2010，trade coop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unei Darussalam based on
complimentarity have proliferated，although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potential for further expans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contemporary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proposes that cultural
exchanges to be promoted in tandem with economic exchanges so that long term trade co-operation can be facilitated
by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re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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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斯兰教为国教，马来语为国语，英语是通用语
言，华人使用中文及闽南话、海南话、客家话和广东
话等方言。
中国与文莱自古以来就建立并保持了友好往来

的传统。根据中国史书记载，中国与文莱的关系早
在公元 5世纪古文莱国存在时就已经开始了①。在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420—589年），文莱在中国史书
中被称为“婆黎”或“婆利”。唐朝末年，中国史书把
“婆利国”称为“渤泥”。唐代之后，“婆泥”这一称呼
大都被沿用。据《宋书》卷 97 记载：“元徽元年（473
年）三月，婆黎国遣使朝贡”，这是中国古代史籍中有
关文莱国派遣使节来中国进贡的最早的记载。此后，
《梁书》《南史》《太平御览》《北史》《旧唐书》《新唐书》
《宋史》《太平寰宇记》《宋史事实》《明史》《明太祖实
录》《明会典》《西洋朝贡典录》《海录》《钦定四库全
书》等中国史书都有关于婆利国或婆泥国的记载以
及婆利国或婆泥国遣使到中国朝贡的记载。此外，
中国古代史籍对文莱的称呼还有“渤泥”等。
在中国的宋元时期，中国与文莱就建立了贸易

关系。根据现今位于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穆斯林
公墓中的南宋墓碑以及在文莱出土的大量宋代陶瓷
器和钱币，可以判断宋代已有中国商人抵达文莱。
中国与文莱的经贸往来在明代尤为密切。中国明朝
永乐五年（1407年），在第二次下西洋时，郑和的船
队访问了婆泥国。永乐六年（1408年），婆泥国王麻
那惹加那率领妻子、弟妹、儿子及陪臣到明朝都城南
京访问，期间因病在南京逝世。根据麻那惹加那国
王弥留之际的嘱咐，明成祖派官员致祭，并将婆泥国
王的遗体埋葬在南京，派人守墓。南京婆泥国王墓
成为中国与文莱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1888年，文莱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中国与文
莱间的官方往来中断，但在这期间，中国与文莱的民
间往来并没有中断。19世纪末，由于中国国内的战
乱等原因，一些中国人从福建、海南和广东等地“下
南洋”来到文莱。20世纪初期至 20世纪 50年代，随
着文莱石油的发现和石油经济的发展，不少中国人
从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来到文莱，寻找
发展机会。文莱目前大约有 4万华侨华人，主要来
自中国福建、海南和广东等地。

1984年 1月 1日，文莱摆脱英国的“保护”获得
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致电文莱苏丹，承认文
莱政府。1988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部长

钱其琛会见文莱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博尔基亚亲王，
这是文莱独立后中文两国的首次正式高层官方接
触。1991年 9月 30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与文
莱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博尔基亚亲王在美国纽约联
合国总部签订了关于两国正式建交的《联合公报》，
宣布两国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93 年 8
月，中国与文莱商定在两国首都互设使馆，并互派常
驻大使。中国与文莱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高层互
访频繁，双方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推动了当代中
国—文莱的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

一、中国与文莱的经贸合作

中国与文莱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的经贸往来
日益频繁。2000年，中文两国签署《鼓励和相互保
护投资协定》；2004年，两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和
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
谅解备忘录》；2009年，两国签署《农业合作谅解备
忘录》，并于 2012年 4月签署《农业领域经贸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强在农业、清真食品、农业
食品和水产养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加强双边
经贸合作，中国与文莱分别于 2008 年 4 月、2011
年 4月、2013年 3月和 2016年 4月举行了 4次经
贸磋商。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中国
与文莱的经济贸易合作发展迅速，双边经贸合作优
势互补性强，投资合作潜力较大。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中国与文莱在 2017年签署了
《“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和《加强基础设施领
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为深化两国的经贸合作与发展
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据统计，2017年，中国与文莱双
边贸易额为 10亿美元，同比增长 36.5%②。其中，中
国出口 6.5亿美元，同比增长 26.8%；中国进口 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8%。中国从文莱进口的商品主

①（文莱）穆罕默德·哈迪·宾·穆罕默德·莫拉容（Muhammad
Hadi Bin Muhammad Melayong）编著，吴秀芳译：《文莱与中国
往来之早期历史》（Sejarah Awal Hubungan Brunei-China），斯
里巴加湾市：文莱历史中心，文化、青年及体育部，2012年版，
第 1页。

②《中国同文莱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
1206_677004/sbgx_677008/，访问时间：2018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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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原油，向文莱出口的商品主要为纺织品、建材和
塑料制品等。两国在投资和承包劳务等方面的合作
成效显著。截至 2017年年底，文莱累计对华实际投
资额为 27.9亿美元。
（一）中国与文莱最大的合作项目：中国浙江恒

逸文莱大摩拉岛石油化工项目
中文两国建交以来最大的合作项目是中国浙江

恒逸文莱大摩拉岛石油化工项目，该项目位于文莱
东面的大摩拉岛，由中国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与
文莱财政部全资设立的主权基金合资建设，是以原
油和凝析油为原料的千万吨炼油化工一体化项目。
恒逸（文莱）PMB石油化工项目在 2011年 6月获得
文莱苏丹同意批复，2013年 7月获得中国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以及商务部境外投资项目核准，于
2015年开工①。这个项目是首批“一带一路”的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文莱近年来最大的单一外商投
资项目。该项目总投资额为 150亿美元，分两期实
施：一期投资额为 34.5亿美元，原油加工能力 800
万吨，生产 150万吨对二甲苯和 50万吨苯②，恒逸文
莱 PMB 项目一期已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预计
2018年年底完工，2019年第一季度投产；二期投资
额近 120亿美元，预计 2022年投产，二期将新增原
油加工能力 1400万吨，生产 200万吨对二甲苯和
150万吨乙烯。项目建成投产后，恒逸将在文莱大摩
拉岛形成 2200万吨炼油化工一体化基地。
（二）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与文莱的经贸合作
2004年 5月 30日至 6月 2日，中共广西区委

副书记李纪恒率广西南宁市代表团访问文莱，向文
莱推介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同年 11月 2—7日，
文莱工业和初级资源部部长拉赫曼率团出席首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2007年，文莱担任中国—东盟博
览会首个主题国，文莱王储穆赫塔迪·比拉率团出
席；2017年，文莱第 2次担任中国—东盟博览会主
题国，文莱苏丹哈桑纳尔率领高规格的代表团出席
中国—东盟博览会。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合作共
赢的有利平台以及广西独特的区位优势，广西与文
莱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双方近年来的交流
与合作发展迅速，广西与文莱的合作项目数量在中
国国内领先。

2009年 10月，文莱工业及初级资源部部长丕
显拿督哈芝雅哈雅率团到广西南宁出席第 6 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共广西区委组织部部长陈向

群会晤。丕显拿督哈芝雅哈雅表达了文莱希望在水
稻加工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同时也希望有条件
和有实力的企业到文莱投资和开展合作③。2009年
11月，广西旺旺大农牧有限公司与文莱农业科技公
司在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签署合作种植水稻示范
项目的备忘录，承诺负责向文莱提供优质杂交水稻
品种、技术培训和专家指导。中国—文莱水稻合作
示范项目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国家水稻种植合作的先
河。2009年和 2010年，广西两次派农业技术专家和
农民到文莱试种水稻，开展水稻研发项目，获得成
功④。

2010年 8月，广西水产畜牧兽医局与文莱国家
渔业局就广西钦州海华蚝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赴文
莱开展大蚝养殖达成合作共识。2011年，广西水产
畜牧兽医局与文莱渔业局签署了渔业合作谅解备忘
录，确定在文莱开展牡蛎引种养殖试验。2014年，广
西钦州市海华蚝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文莱注册投
资，养殖海洋牡蛎，发展清真食品⑤。
广西与文莱在农业、渔业方面的成功合作坚定

了双方进一步合作的信心，推动了文莱—广西经济
走廊向务实的方向发展。2014年 9月，文莱与广西
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签署《文莱—广西经济走廊经
贸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农业、工业、物流、清真
食品加工、医疗保健、生物医药和旅游等领域展开全
面合作。2015年 3月，广西代表团访问文莱，与文莱
工业与初级资源部共同主办“文莱—广西经济走廊
座谈会”，双方签署《会议纪要》，最终就农业、渔业、

①《“一带一路”上恒逸（文莱）PMB石油化工项目进展》，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zjdpc.gov.cn/
art/2015/4/24/art_286_1057005.html，访问时间：2018 年 10 月
14日。

②《文莱最大中资项目将于 2018年底建成》，中国江苏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1588551905821791411&wfr =
spider&for=pc，访问时间：2018年 9月 2日。

③《文莱与广西商讨水稻合作》，易华网，http：//www.mof－
com.gov.cn/aarticle/i/jyjl/j/200910/20091006582430.html，访问
时间：2018年 10月 13日。

④《广西玉林再派农业专家到文莱试种水稻》，食品商务
网，http：//news.21food.cn/35/559100.html，访问时间：2018 年
10月 13日。

⑤《广西文莱合作 民间渠道建功》，http：//www.bbw.gov.
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53940，访问时间：2018年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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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旅游和交通物流等领域的 12个项目达成
合作意向。2016年 6月，文莱政府高层代表团访问
广西，双方一致同意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高度
加快推动“文莱—广西经济走廊”建设工程。

2016年，广西海世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文莱
成立“海世通渔业（文莱）有限公司”，这是“文莱—广
西经济走廊”战略合作发展规划的第一个落地渔业
项目①。该项目投资额为 2000万美元，其中海世通
公司出资 70%，文莱政府战略投资基金出资 30%。
海世通渔业（文莱）有限公司在文莱拥有 2000公顷、
30年的海域使用权，并接管了“文莱水产发展中
心”，实施“文莱综合渔业开发”项目。该项目在海域
使用、土地使用、税收和劳工雇佣等方面得到文莱政
府的大力支持，项目实施进展迅速。

2016年 9月，广西与文莱签署香料合作协议，
由广西瑞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与文莱经济发展局
合作开展香料合作项目。广西丰富的香料资源和文
莱成熟的加工技术及发达的香料国际销售网络使得
清真食品、香料加工成为广西与文莱经贸合作的先
行领域之一②。目前，广西瑞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已经在广西玉林、贵港和崇左等 3个城市分别建设
了中国—东盟香料交易市场、生产加工基地和边贸
集散基地，并在河池和钦州等地推广标准化种植八
角和玉桂以扩大香料原料供应。同时，广西河池市
也正在加紧建设符合文莱清真认证标准的原材料基
地加工生产厂房。此外，广西瑞安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还计划在玉林市建设清真食品加工产业园，并
在文莱设立公司。

2017年 2月 15日，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
旗下的北部湾控股（香港）公司与文莱达鲁萨兰资产
管理公司共同合资成立文莱摩拉港务有限公司③。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对文莱摩拉港集装箱码头
的接管工作是北部湾港务集团的“一带一路”建设项
目，同时也是“文莱—广西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
2017年 7月 15日，摩拉港务有限公司接管了文莱
摩拉港通用码头，正式接管了整个摩拉港的运营和
管理。该项目的建设获得中国中央财政提供的资金
支持④。2018年上半年，摩拉港共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5.64万标箱，同比增长 5.75%。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与文莱政府的共同

努力推动下，广西与文莱的经贸合作得到务实发展。
除了中资企业在文莱的投资，文莱在广西的投资也

有增加。借助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现
代网络平台，文莱企业也在不断寻找在中国投资和
发展的空间和机会。截至 2018年 6月，文莱在广西
的投资项目共有 7个，实际投资额为 1891.2万美
元，主要投资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等⑤。
（三）文莱旅游业的发展以及与中国的合作
文莱政府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旅游业成为

文莱发展的优先领域之一。作为文莱工业和初级资
源部的一个分支机构，文莱旅游局主要负责旅游开
发、营销和推广，并为旅游公司发放营业执照。20世
纪 90年代中期以来，文莱旅游局一直积极推进文莱
旅游业的发展，“文化”“遗产”“自然风景”和“当代
亚洲”是文莱旅游产品的四大支柱。为推动旅游业
的合作与发展，中文两国分别在 2000年和 2006年
签署了《中国公民自费赴文莱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
备忘录》和《旅游合作谅解备忘录》。自 2003年 7月
起，中国对持普通护照来华旅游和经商的文莱公民
给予免签证 15天的待遇。2005年 6月，中文两国就
互免持外交和公务护照人员签证的换文协定生效。
2016年 5月，文莱给予中国公民赴文莱落地签证
待遇。

文莱政府近年来不断通过发掘本国旅游景点、
改善旅游环境、提高旅游服务、加强与中国旅行社的
合作等方式来提升本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以吸引更
多的中国游客。文莱因为其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和浓厚的伊斯兰教文化氛围正成为受到中国游客欢
迎的旅游目的地。截至 2017年，中国已成为文莱的
第二大旅游客源国，仅次于文莱的邻国马来西亚。
文莱政府加紧开展语言（普通话）培训以应对更多中
国游客的到来。文莱初级资源与旅游部部长督促当

①《我市深海网箱养殖先进技术走出国门》，防城港市
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fcgs.gov.cn/zxzx/jrfcg/fcgyw/201709/
t20170919_45823.html，访问时间：2018年 9月 5日。

②《广西香料资源丰富 中汶清真业优势互补》，（马来
西亚）《诗华日报》2018年 7月 26日。

③《广西北部湾港务集团正式接管文莱摩拉港》，http：//
www.china-asean-media.com/show-9-10287-1.html，访问时
间：2018年 9月 8日。

④《广西获中央财政资金 6亿元》，《南国早报》2018年
8月 23日，第 A2版。

⑤《广西与文莱经贸合作“多点开花”》，http：//www.sohu.
com/a/242636220_162758，访问时间：2018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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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导游把提升普通话能力作为举措以吸引中国游
客，并相信文莱导游中文能力的提升将大大吸引中
国游客到文莱旅游①。2018年 7月，文莱旅游局为持
证的导游举行为期 3天的“中国导游教师的汉语培
训”工作坊，来自文莱本地教育机构和旅行社的 40
名持证导游和中文老师以及中国云南旅游专科学校
的教师和文莱政府官员参加了这一工作坊。这样的
文莱导游汉语培训工作坊在文莱属于首次举办。
文莱旅游业的发展和中文两国旅游业的合作密

不可分。2017年 7月，中国祥鹏航空公司分别开通
了中国广西南宁至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中国云
南昆明至斯里巴加湾市的直飞航线。2018年 7月，
文莱皇家航空公司南宁直飞斯里巴加湾市的航班正
式开通。为助力航班直航，2018年 6月 25日，文莱
皇家航空公司在广西南宁市会展航洋城举行南宁直
飞文莱航线发布会，并邀请文莱华人明星吴尊到现
场参与发布会活动以提升人气。为进一步了解文莱、
推广文莱旅游，2018年 6月，广西南宁洋洋国际旅
行社及广西百名旅游业者组成考察团到文莱进行旅
游考察②。文莱的旅行社希望通过这样的旅游考察，
让广西的旅游从业者进一步了解文莱、推介文莱，带
动更多的广西人到文莱旅游。
在中文两国政府和旅行社的共同努力下，文莱

旅游业的发展得以不断推动，前往文莱旅游的中国
游客不断增多。2015年，赴文莱的中国游客达到
3.69万人次，比 2014年增加 17224人次，占文莱入
境游客人数（218213 人次）的 16.9%，比 2014 年提
高 3.7个百分点③。2017年，赴文莱的中国游客达
5.2万人次，较 2016年的 4.1万人增长 26.8%，占
文莱入境游客比例由 2016 年的 18.7%提高到
20.2%，位居各国入境文莱游客数量第 2位，仅次于
马来西亚（23.2%）。而在入境文莱的游客中，中国游
客在休闲度假类别中数量最多，达 4.5万人次，占
该类别游客总量的 39.2%④。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
超越马来西亚成为文莱最大游客来源国，中国游客
人数增长 4%⑤。

二、中国与文莱的人文交流

（一）中国南京与文莱的人文交流
1958年，浡泥（文莱）国王墓被村民发现后，得

到南京市各级政府的极大重视和保护。50年来，南
京市政府对墓园、神道和墓碑等进行了多次大修。

依托浡泥国王墓园，南京市政府在墓园内建成一处
具有文莱地域特色和人文景观的文莱风情园，并于
2013年 7月免费向公众开放。浡泥国王墓在 2001
年被列为中国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是中
国与文莱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也是推动当代中文
两国友好往来的润滑剂。

1994年 9月，文莱文化代表团团长陛亨·贾米
尔经过考察和研究，确认葬于中国南京的浡泥国王
确实是古代文莱国王，并指出浡泥国王墓成为中国
与文莱世代友好的象征。2003年 11月，文莱驻华大
使阿卜杜勒·哈密德夫妇访问中国南京浡泥国王墓，
并同历史学家进行了史料文化交流。2006年 4月，
在中国—文莱纪念两国建交 15周年之际，文莱国苏
丹长妹、外交和贸易部无任所大使玛斯娜公主访问
中国南京，访问团一行 14人在中国首任驻文莱国大
使刘新生和南京市副市长许慧玲等的陪同下拜谒古
浡泥国王墓，并为“中国—文莱友谊馆”揭牌。

2006年 9月，文莱历史中心考察团访问中国南
京，考察并拍摄浡泥国王陵墓，收集有关苏丹阿都玛
吉的材料⑥。2008年 12月，文莱历史中心团队再次
访问中国，并在与中国—文莱有历史性关系的省市
如深圳市、海南省、南京市、济南市、德州市、北京市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进行考察和拍摄工作。2011

①Kon，James. “Brunei Tourism Set to Get a Mandarin
boost”. Borneo Bulletin，https：//borneobulletin.com.bn/brunei -
tourism-set-to-get-a-mandarin-boost/，访问时间：2018年 9月
2日。

②林长汶：《广西旅游业者考察汶莱冀推销文莱带动旅
游业》，http：//eunited.com.my/87475，访问时间：2018 年 6 月
24日。

③《中国游客拉动文莱2015年入境游客同比增长8.6%》，
http：//bn.mofcom.gov.cn/article/zxhz/tjsj/201602/20160201262660.
shtml，访问时间：2018年 9月 2日。

④《2017 年文莱入境游客数据报告》，http：//bn.mofcom.
gov.cn/article/jmxw/201805/20180502743249.shtml，访问时间：
2018年 8月 28日。

⑤“China Top Tourist Arrivals to Brunei in Q12018：Statistic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09/04/c_137443423.htm，
访问时间：2018年 9月 20日。

⑥（文莱）穆罕默德·哈迪·宾·穆罕默德·莫拉容
（Muhammad Hadi Bin Muhammad Melayong）编著，吴秀芳译：
《文莱与中国往来之早期历史》（Sejarah Awal Hubungan
Brunei-China），斯里巴加湾市：文莱历史中心，文化、青年及
体育部，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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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南京与文莱斯里巴加湾市结为友好城市》，龙虎网，
http：//asean.zwbk.org/news/6560.html，访问时间：2018年 10月
12日。

②《“郑和下西洋”摄制组一行在文莱拍摄、采访情况》，
https：// www.fmprc.gov.cn/ce/cebn/chn/whjl/t178990.htm，访问
时间：2018年 10月 15日。

③（文莱）许月兰：《海外华文教学可持续性发展之探索
———以文莱中华学校为例》，《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4 年
第 1期，第 46~53页。

年 11月 21日，中国南京市与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
市结为友好城市，南京市成为文莱对外结交的第一
个友好城市①。

2005年 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国家博物馆联
合组成“郑和下西洋”摄制组前往文莱拍摄和采访②，
摄制组拍摄的内容包括文莱穆斯林公墓中的南宋墓
碑、文莱国家博物馆考古楼和摆放在陈列馆里的沉
船遗物、里茂玛尼河的明代沉船遗址、博尔基亚清真
寺、赛福鼎清真寺及水村等。
（二）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交流与合作
2004年，中文两国教育部签署《高等教育合作

谅解备忘录》，双方继续保持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同时鼓励进一步加强在教育领域的联系。建于
1984 年的文莱大学全称是文莱达鲁萨兰国大学
（Universiti Brunei Darussalam），是文莱唯一一所综
合性大学，也是文莱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中
国高校与文莱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是与文莱大学的
合作。例如，暨南大学自 2005年开始向文莱大学派
送交换生，截至 2014年，共有 20名本科和硕士研究
生前往文莱大学学习和交流。西安交通大学与文莱
大学也建立了校际友好学校关系，两校间设立交换
生项目。中国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通过“校企”
合作模式与文莱大学和浙江大学合作，在文莱大学
开设“恒逸石油化工人才班”，并设立“浙江大学恒逸
国际交流基金”，资助文莱学生赴中国学习培训，首
批 13名文莱学生于 2014年 2月赴浙江大学学习并
已经完成学业。截至 2016年 2月，已有 3批共 45
名文莱学生在浙江大学留学和参加培训。
为了加强东盟各国的国别研究，广西民族大学

东盟学院在 2017年成立了文莱研究所。2018年 6
月，文莱研究中心被列为广西民族大学重点研究基
地。2017年 7月，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的老师和
硕士研究生 4人首次到文莱开展田野考察，对文莱
的华人社团和社会做了初步的研究。广西民族大学
东盟学院目前有关文莱的研究领域包括文莱华人的
社团、华文学校、宗教信仰以及文莱马来文化和族群
关系等。此外，东盟学院与文莱大学高等研究中心
积极推进两院（中心）的交流与合作，合作内容包括
合作开展科学研究项目、联合培养研究生以及不定
期互访交流等。2018年 9月，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
院两名硕士研究生前往文莱大学进行为期 3个月的
学习交流。

除了高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中国与文莱历史
文化研究中心也于 2016年 5月在南京成立。该中
心挂靠中国南京市社会科学院，目的是为了系统地
考察中文两国的交往历史，深入探讨南京历史文化
交流及其影响，充分挖掘浡泥国王墓的历史意义和
现实价值，全面增进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三）文莱华文学校
文莱现有 8所华文学校，其中有 5所小学，其他

3所学校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分别位于斯里巴
加湾市、都东县、马拉奕和淡布隆等地。文莱的华文
学校历史悠久，其中，斯里巴加湾市的文莱中华学校
建于 1922年，有将近 100年的历史。文莱的华文学
校都是非营利性的私立学校，无政府津贴，经费主要
依靠学校董事会的筹款、募捐和学费。文莱的华文
学校都使用中文、英语和马来语三语教学，对学习和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文莱与中国的人文交流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教学上，文莱的华文学校积极与中国的学校

进行交流、相互学习，深入改革汉语教学法。例如，
文莱中华学校引进中国苏州市实验小学 20多年“图
式五步识字”教学经验，结合文莱的本土文化和人
文特点，联合编写《图式五步识字》教材，取得良好
的效果③。文莱各华文学校积极组织老师和学生参
加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
国汉办”）举行的各种活动，加强文莱与中国的联系。
同时，中国汉办派遣汉语志愿者到文莱的华文学校
及国际私立学校开展教学工作。2009年 7月，中国
首批 5位汉语志愿者教师来到文莱。此外，文莱的
国际学校和华文学校都聘请了中国教师在文莱教
书。
（四）文莱国际学校夏令营
文莱现有 3所国际学校，即遮鲁东国际学校、文

莱国际学校和培英国际学校，目前这 3所学校都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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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中国学生或与中国联合办学。2016年，遮鲁东
国际学校开始招收中国中小学生到文莱参加夏令营
活动，当年首批只有几名中国学生来到文莱。2017
年，10多名中国学生到文莱参加夏令营。2018年，
40多名中国学生参加夏令营，他们来自北京、上海、
深圳、南宁和成都等城市。除了在遮鲁东国际学校
体验纯英语的课堂学习，孩子们还参加了参观清真
寺、体验文莱水村马来人生活和探索文莱热带雨林
等活动。夏令营期间，与孩子们同行的家长借此机
会游览文莱，增加了对文莱的了解和认识。

三、结语

中国与文莱自古以来就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
保持着友好往来的传统，这为当代中文两国的经贸
合作和人文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与文莱当前的多元经济改革计划以及
“2035年宏愿”的实现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为两国
的共同发展、开展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带来了历史性
的宝贵机遇。中国与文莱在经济发展与合作上有着
很强的区域优势和互补性，中国在石油、农业、渔业、
港口、物流和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与
文莱丰富的石油、天然气、海洋资源以及成熟的国际
市场相结合，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的。此外，
文莱国家富庶、和平，有着独特的穆斯林文化氛围，
对中国游客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文两国的旅
游合作，例如旅行社通过包机的形式为游客提供合
理报价和在文莱“纯玩”（无购物）的旅游特点将吸引
更多的中国人前往文莱旅游，推进中国—文莱旅游
业合作的发展。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建设以及文

莱—广西经济走廊的建立等一系列合作平台的搭
建，已有多家中国企业在文莱投资发展，并计划在文
莱建立工业园。同时，中国广西南宁市也在积极建
设文莱产业园，中文两国在经贸合作方面还将有更
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中文两国在开展经贸合作的
同时，人文交流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两国间的高
等教育合作、校际间的交流学习以及民间团体的友
好往来等活动为中文两国人民增加了解和认识提供
了机会。文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君主制国家，中文
两国在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等
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中文两国在加强经贸
合作的同时，探讨如何推动人文交流、增加相互理解
和尊重、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误解或文化冲突，为两
国的经贸合作发展提供跨文化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保
障是当前和未来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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