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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让人惊喜的是乡村发展”

毛里求斯不仅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美景，还有让世人乐
道的多元文化。“毛里求斯是一个‘大熔炉’。”回忆起学
生时代，王纯万说，在学校足球队可以看到各族裔同
学，“早在 19世纪，毛里求斯就已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性的
国家。”

从 200 多年前起，陆续有来自广东、福建的中国人漂
洋过海扎根毛里求斯，王纯万的祖辈也在其中。从广东梅
州到非洲海岛，王纯万家族一直保留着中国文化传统：过
中国节、吃中国菜、练中国功夫……对万里之外的中国，
王纯万的亲近感与生俱来。

2009年，王纯万携家人首次到广州探亲，沿途所见所
闻让他惊讶万分，因为这跟父辈照片里“只有自行车、没
有汽车”的中国大为不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不
息……王纯万笑言：“连我妻子都问‘这和照片里不是一
个地方吧？’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了！”

每一次中国行，都在加深王纯万对中国发展的赞叹。
王纯万曾担任毛里求斯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部部长，减贫
是他的一大工作重心。在走访中国一个偏远山区时，王纯
万真切感受到中国扶贫的决心和力度。“仅四年间，中国
政府就在当地修了长达万里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相当于毛
里求斯到欧洲的距离。”王纯万感慨地说，在崇山峻岭之
间凿通一条条隧道、修建一座座大桥，看起来几乎是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但中国做到了。

王纯万认为，正因如此非凡的努力，中国每年脱贫人
口逾 1000 万。中国最让人惊喜的不是鳞次栉比的摩天大
楼，因为中国城市的繁华景象已普遍到不足为奇，中国最
让人惊喜的是乡村发展。在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人
们都生活得很好。如今，中国人将历史性地解决千百年来
的绝对贫困问题，步入新发展阶段，“相信中国会自信地
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他说。

王纯万感叹中国发展的“变”，也赞赏中国发展的
“不变”。从孔庙到古籍、再到明清民居，王纯万看到了中
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些国
家由于各种原因失去了传统文化，但中国很好传承了自己
的文化。”

“中国传统佳节也是毛里求斯人的节日”

王纯万与中国的故事，在2020年这个特殊年份有了更
深的延续。今年 7月，他正式到京履职。在他看来，毛中
友谊经受住了疫情的严峻考验，携手抗疫为两国关系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中国发生疫情后，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致信向中国
政府和人民送上支持与祝福；毛里求斯驻华大使馆与各地
基金会开展合作，积极参与支援中国抗疫活动；毛里求斯
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声援中国抗疫。而当毛里求斯出现
确诊病例后，中国也在第一时间向毛里求斯提供急需的医
疗物资。两国就疫情防控一直保持密切沟通，中方的抗疫
知识和经验为毛里求斯提供了重要借鉴。“毛里求斯采取
了严格抗疫措施，为有需要的家庭上门派送物资，在这方
面毛中两国非常相似。”王纯万说。

如今，两国疫情都得到了有效控制，社会活力正在逐
步恢复。“欢迎中国游客早日到毛里求斯做客。”王纯万
说，毛里求斯和中国就像一家人。毛里求斯是非洲唯一一
个将中国春节列为法定节假日的国家，中秋节、端午节等
中国传统佳节也是毛里求斯人的节日。“到毛里求斯的中

国游客都会有宾至如归之感。毛里求斯独一无二的红茶、
朗姆酒和特种糖，定会受到中国游客喜爱。”

“中国帮助非洲共同发展”

作为中毛友谊的见证者，王纯万亲历了两国关系发展
进程中的许多重要时刻。2018年，在习近平主席访问毛里
求斯的历史性时刻，王纯万在现场；2019年，在中毛签署
自贸协定的重要时刻，王纯万也在现场。今天，见证了中
毛携手抗疫的患难与共，王纯万对“后疫情时代”两国合
作的前景更加满怀信心。

“毛中自贸协定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签订的首个自贸协
定。”王纯万表示，非洲有惨痛的殖民记忆，历史上一些
国家曾把生活方式强加给非洲国家，但中国对非合作与此
完全不同。中国愿意和非洲国家平等合作，并帮助非洲国
家共同发展。毛中自贸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毛里求
斯很多商品因此能以“零关税”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对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有积极意义。

在中毛自贸协定等制度框架下，两国双边经贸合作提
质增效。“很多中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在毛里求斯设立分
部。”王纯万举例说，华为在毛里求斯设立非洲地区财务
共享中心；中国银行在毛里求斯设立分支机构；毛里求
斯晋非经贸合作区建设步伐加快，吸引了一批中资企业
入驻。

近年来，毛里求斯在巩固制糖业、出口加工业、旅游
业三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上，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国投
资、大力发展离岸金融业，并将首都路易港建为自由港。
毛里求斯还是非盟、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
员国，是通往非洲的重要桥梁。面向未来，王纯万向中国
投资者发出热情邀请：“欢迎中国朋友将毛里求斯作为对
非投资平台，共同创造价值。”

推动两国人文交流走向纵深，王纯万同样满怀期待。
“近年来不少毛里求斯人来到中国，在浙江我还惊讶地发
现当地竟然有人会讲毛里求斯克里奥尔语。”王纯万表
示，人文交流是双向的，华裔是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的纽
带。华裔占毛里求斯人口比重虽然不到3%，但对毛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发挥华裔的桥梁作用将有力推动两国人民
相知相亲。王纯万说，毛里求斯华人推动毛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支持中国抗战的历史有待进一步挖掘，使馆正在寻求
与中国相关机构合作开展“讲故事”活动，让更多人感受
到两国友谊的温度。

“毛里求斯和中国就像一家人”
——访毛里求斯驻华大使王纯万

海外网 毛 莉 张六陆

深邃的海洋、绵延的沙滩、美丽的珊瑚礁、灿烂的阳光……在非

洲大陆以东、印度洋西南，坐落着有“天堂原乡”美誉的毛里求斯。

建交48年来，中毛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交流合作成

果丰硕。毛里求斯新任驻华大使王纯万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

时表示，虽远隔重洋，但毛里求斯与中国有亲如一家的深情厚谊。

“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依照毛里
求斯的风景创造天堂。”美国作家马克·吐
温在 《赤道漫游记》 中如此描绘毛里求
斯。凭借如画美景，毛里求斯在世界旅游
大奖中屡获赞誉。“世界杰出海岛旅游目的
地”“世界最佳海滩”……无数盛名为毛里
求斯引来全球游客。

毛里求斯土地资源有限，国土面积约
为北京的1/8。陆地上缺少的，海洋却给予
了最慷慨的弥补，毛里求斯拥有的海洋专
属经济区多达 190 万平方公里。一碧万
顷、柔和明丽的海洋哺育着毛里求斯，优

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印度洋上的“星与
钥匙”。

这颗“星”美在哪？游客可以从临近
机场的蓝海湾开始寻找答案。这里生活着
70余种鱼类和近40种珊瑚，称得上是毛里
求斯最美的珊瑚保护区。浪花拍打阳光下
温暖的白沙，清澈湛蓝的大海与无尽的如
洗天空交汇。游客从这里出海可以选择搭
乘玻璃底的观光船，也可以扎进奇幻的水
下世界，与可爱的鱼儿打招呼。

不仅是海，圣水湖、火山口、黑河峰……
岛上的自然景观各具特色。最出奇的，要

数毛里求斯岛西南部的七色土。这座彩色
山丘占地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在阳光普
照下会折射出七彩光芒。世上罕见的奇观
源于火山岩融化后冷却的速度不均。从地
质学角度观察，海水也参与打造了这座天
然棱镜。火山灰中各种金属成分与海水接
触，形成不同颜色的金属化合物，七彩光
芒由此而来。

毛里求斯之所以还享有“印度洋上的
钥匙”的美誉，与其辉煌的历史密切相
关。毛里求斯留下了大航海时代迪亚士、
达·伽马等大航海家寻找新大陆的印记。

首都路易港更见证了几个世纪的海运贸易
往来。跑船的人来自四面八方，路易港的
风貌因此展现出不同文化交融的丰富性。
路易港有南半球最古老的赛马场——战神
赛马场，至今仍是毛里求斯人周末观看比
赛的好去处。毛里求斯还有 7 座关帝庙，
其中最大也是非洲最早的一座已有接近180
年的历史。作为华人社区重要的公共设
施，关帝庙将华人所重视的义气、孝悌、
爱国等品质形象地展示给毛里求斯人。

游览毛里求斯，除了享受海岛风情之
外，在绿色保护区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
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在“一半海水一半
绿茵”的高尔夫球场挥杆，都是很好的选
择。甚至仅仅漫步毛里求斯的大街小巷，
与当地老百姓庆祝节假日，都能感受到与
众不同的浪漫与热情。华人的春节，印度
教徒的湿婆节、象头神节，穆斯林的开斋
节……“一年到头都是节”的毛里求斯，
会给游客留下多彩记忆。

（海外网 吴正丹整理）

挖掘驻华大使的中国故
事、寻找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连接点，是“我在中国当大
使”栏目组每次走进各驻华
使馆的“常规动作”。了解
到毛里求斯新任驻华大使王
纯万的华裔身份后，栏目组
在采访前就预料此行必定满
载而归。

身材挺拔、风度翩翩，
是王纯万大使给栏目组留下
的第一印象。环顾大使办公
室，记录王纯万大使青春时
代至今的一张张留影，很容
易让人对他丰富多彩的人生
经历产生浓厚兴趣。我们的
话题，首先围绕大使与中国
千丝万缕的联系展开。

“您是否回过祖籍地广
东梅州？”我们一提问，大
使就打开了话匣子：从梅州
的祖屋回忆起祖辈漂洋过海
定居毛里求斯的经历、再讲
到自孩提时代起一遍遍听父
辈讲述的家乡故事……跟随
王纯万大使的思绪穿越百年
岁月，华人历经艰辛在异国
他乡生生不息的一个个传奇
故事浮现在眼前。

经过几代人耕耘，王纯
万家族已深深扎根于毛里求
斯，但一份无法割舍的乡愁
代代传承。对王纯万大使来说，乡愁寄托在小
小的月饼里，每到中秋，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
月饼是不变的传统。说起吃月饼，王纯万大使
分享了一件童年趣事：他儿时常常到华人点心
铺帮忙，店里的婆婆会把一些卖相不好的月饼
免费送给他，而他会把月饼带回家和8个兄弟
姐妹分享。

王纯万大使一家不仅年年过中国节，几代
人还从未放下练中国功夫的传统。“我祖父在
中国时就曾学过功夫，我父亲也练功夫。我
从小经常听父亲说，每个人要练出不同的功
夫风格。”王纯万大使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张他
年轻时习武的照片，飒爽英姿颇有几分李小
龙的风采。

跨越印度洋，一代代毛里求斯华人就这样
依靠对家乡传统的传承，维系着历史与文化的
记忆。在大使办公室最显眼位置悬挂的一幅中
式庙宇画作，吸引了栏目组的注意。画里青山
环抱，绿树掩映，红门灰砖，飞檐斗拱，当我
们询问大使画里是中国何处古迹时，大使的回
答出乎意料：“画的是毛里求斯。”

中国文化在毛里求斯的鲜明印记，是华人
漂泊异乡的证明，也是沟通两国民心的“精神
桥梁”。“毛里求斯非常尊重族群文化多样性，
不仅华人重视中国文化传承，毛里求斯人也非
常喜爱中国文化。”王纯万大使说，中国的面
条、炒饭、点心已融入毛里求斯人的日常饮食
中。每逢中国春节，毛里求斯人也会像中国人
一样放假庆祝。

毛里求斯人不仅吃中国美食、过中国节，
还把华人头像印上了货币。使馆工作人员向我
们展示的 25 卢比纸币照片上，印有广东梅州
客家人朱梅麟的头像。朱梅麟将一家零售小商
店发展为横跨毛里求斯社会各领域的大型商业
集团，在毛里求斯遭遇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
赢得了毛里求斯人的尊重和爱戴。在 1968 年
毛里求斯宣布独立时，朱梅麟还被任命为财政
部长。

朱梅麟的故事，是华人成功融入毛里求斯
社会的缩影。王纯万大使告诉我们，华人进入
毛里求斯商界多以零售百货小商店起家，如果
当地老百姓没钱，华人老板就同意以“信用
分”换取商品。“记得小时候我叔叔常常帮助
当地人把农作物折算为‘信用分’，‘信用分’
不仅可以交换现货，还可以储存。”王纯万大
使骄傲地说，华人对毛里求斯经济社会发展的
贡献被广泛称颂，如今华裔的贡献从商业扩大
到汽车制造、工业等更广泛的领域。

在王纯万大使的讲述中，栏目组对他所
说的“毛里求斯和中国就像一家人”有了深
切体会。我们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份温情，随
着栏目组的镜头直抵网友内心：“友好国家，
有机会想去旅游”“一定要去看看玩玩，很有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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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景如画的毛里求斯在世界旅游大奖中屡获赞誉——

印度洋上的”星与钥匙“

毛里求斯驻华大使王纯万近照。 海外网 季星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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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市政府门前参加春节庆
祝活动的当地女孩。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