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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的传奇和神秘色彩，源
于它悠久厚重的历史。亚美尼亚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前9世纪
到公元前6世纪时就建立了乌拉尔图王
国，而公元前1世纪形成的亚美尼亚王
国曾是当时东欧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公元 301 年，亚美尼亚定基督教为国
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
在拜占庭、罗马、波斯、奥斯曼帝国
各自兴盛的时期，亚美尼亚人民遭受
了侵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亚
美尼亚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在苏联解体后成为独立国家。

波澜壮阔的历史，源于亚美尼亚
独特的地缘位置。地处黑海和里海之
间，亚、欧、中东的交界地带，北有
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南临伊朗，西临
土耳其，东临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被
环抱在中央，成为一个内陆国家。但
这丝毫不影响亚美尼亚地理风貌的多
样性：尽管境内多山，90%的领土海拔
在 1000 米以上，亚美尼亚的西南部是
亚拉腊大平原，东部则有塞凡洼地和
境内最大的塞凡湖。山峰与平原，森
林与湖泊甚至沙漠，多样的自然风
光，再加上四季变换，亚美尼亚的面
容更显得深邃。

尽管历经沧桑，亚美尼亚人从未
放弃过自己民族的文化。他们至今使
用最古老语言之一的亚美尼亚语，使
用 38 个字母组成的拼音系统，在语言
学界被单独列为一个语系。这种有趣
的语言记录了亚美尼亚一脉相承的文
化。在亚美尼亚，共有3处历史遗迹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
产，分别是埃奇米亚津教堂和兹瓦尔
特偌兹教堂、格加尔德修道院和上阿
扎特山谷，以及萨那欣修道院和哈格
帕特修道院。

悠久的历史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赋予了亚美尼亚人古老醇熟的酿
酒技艺。据考古学家称，在亚美尼亚
的文化遗址里，曾经发现过古老的葡
萄酒酿造设备，例如用来压榨葡萄的
缸器、葡萄种子、榨取残留物、发酵
用的陶罐以及盛酒的器皿等。史料记
载，亚美尼亚酿酒历史可追溯到公元
前9世纪的乌拉尔图文化时期，在外高
加索地区发现了葡萄种植遗迹，由此
证明亚美尼亚栽培种植葡萄历史悠
久。亚美尼亚人相信，世界上酿造第
一杯葡萄美酒的地方是在亚美尼亚。

好酒要有美食配。与周边国家类
似，亚美尼亚人喜欢用各种香辛料腌
制牛羊肉，在炭火上烧烤。所以在亚
美尼亚饭桌上，你经常会见到烤全
羊、烤肉串、烤肉饼。整块的带骨羊
肉串和煮羊肉是他们设宴款待宾客的
首选，羊脚则用来做“哈什”（一种奶
白色肉汤）。他们也用本地盛产的包心
菜、番茄等蔬菜，加上一点碎肉，用
葡萄叶包裹着做成“卓玛”。亚美尼亚
人一般将面包或者“拉瓦什”薄饼作
为主食，当然也有独特的牛羊肉饺
子，一般蘸着大蒜酸奶或番茄酱享用。

千年前，古丝绸之路的漫漫风沙曾吹
进这个欧亚交汇点。随着历史更迭，亚美
尼亚商人利用马可·波罗提供的经典路线，
从地中海穿越大半个中国走到太平洋西
岸，将本国的珠宝、药材、皮革等运往中
国，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商品则被带
到亚美尼亚。至今，亚美尼亚地毯花纹中
还保留着中国龙的形象。

尽管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个坐落在高
加索山麓间的国度，对于栏目组的每个人来
说仍然是陌生的。和往常一样，在去往亚美
尼亚大使馆的路上，每个人都感到兴奋和好
奇，“你之前听说过亚美尼亚吗？”“这个还真
没有！”“他们首都叫埃里温。城市面积不
大，听说两个小时就能走完……”

当一步步走近亚美尼亚使馆时，我们
之前对于这个国家模糊的想象逐渐变得
清晰起来。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馆的外墙
是在北京三里屯整个使馆区都很少见的
砖红色，看起来格外显眼。亚美尼亚国
徽沿用了欧洲国家常见的“动物+盾”设
计 样 式 。 远 远 望 去 ， 我 们 只 能 看 清 楚

“左鹰右狮”守护着一面盾牌，至于其中
所表达的深意，只能留待向使馆人员请
教了。

“嗨！欢迎你们！”大使秘书玛丽亚热
情地向我们打招呼，也打断了我们的遐
想。栏目组一边同她沟通专访细节，一边
走进了使馆。让我们略感惊讶的是这里浓
厚的“中国风”：大厅墙角，一树梅花傲然
挺立；会客厅内，中式屏风古色古香；会
议室里，中国陶瓷精美绝伦。对此，摄像
师特别满意，有了这些元素，通过镜头构

图，视频表现会更有张力。
在采访人员认真准备、推敲问题的同

时，采访间已经布置妥当。为了尽快营造
轻松的访谈氛围，让大使打开心门，我们
以大使熟悉的使馆环境为切入点，像拉家
常一般向马纳萨良大使询问这些中国装饰
元素背后的故事。大使谈兴渐浓，他的

“中国故事”就这样铺展开来。
马纳萨良大使告诉我们，“中国风”影

响着亚美尼亚，很多亚美尼亚年轻人都会
说中文。繁忙的工作之余，大使本人积极
参加中亚文化交流活动，对书法、诗词、
手工艺品等中国传统文化兴趣浓厚。赴使
馆采访之前，栏目组深度调查发现，大使
曾即兴挥毫，写过汉字。于是，我们特意
提前备上毛笔、墨汁、宣纸等用品，还特
意带上马克笔、红纸等以备不时之需。采
访中，大使先生就两国文化交流侃侃而
谈，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见解更是让我们信
心大增。待采访接近尾声，栏目组巧妙地
将议题引导回汉字与书法上，顺势邀请大
使为海外网留下墨宝。

在相谈甚欢的氛围中，大使爽快地答
应了栏目组的请求。由于采访现场空间有
限，也没有合适的案几，大使决定用马克
笔代替毛笔，在红纸上书写“我在中国当
大使”7 个字。栏目组赶紧拍照片，录视
频，原汁原味记录下大使写汉字的全过程。

大使一边仔细观察栏目海报上的行楷
标语，一边在空中比划着“横竖撇捺”，做
着下笔前的准备。苏轼曾说过：“故画竹，
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大使左手持笔，反复
勾画，7字用时3分钟。整个过程，大使可

以说是全情投入，一言不发，不时地抬头
看字进行比对，对不满意的地方进行修
补。随着“使”字最后一个笔画“捺”的
收笔，大使墨宝创作完毕。无论是布局、
顺序的整体观感，还是大小、笔触的细节
之处，大使都力求完美，足见大使的满满
诚意。至于类似“绘画”的手法，大使笑
着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是工程师出身，画画
是他的拿手好戏。

采访结束后，大使同我们一一握手告
别，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在使馆多待一会
儿，让玛丽亚带我们看看使馆里的亚美尼
亚元素。通过介绍，我们更加真实地感受
到这个遥远国度的文化温度：亚美尼亚是
诺亚方舟的停靠地，其国徽盾牌的中间就
刻印着停于阿拉腊山顶的诺亚方舟；同中
国一样，亚美尼亚也有独特的语言。亚美
尼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的国家。其境内有着上万座十字架石碑。

回到编辑部，栏目组迅速整理素材，
精心剪辑，以 《中文八级！外国大使中文
写得这么棒》 为主题制作一段 30 秒短视
频，并在短视频平台同步推广。数小时
内，这条短视频迅速收获 30万以上的播放
量，“大使中文好厉害”“亚美尼亚大使馆
很漂亮”“亚美尼亚是个很美的国家，一定
要去旅游一趟”……网友的互动留言在社
交网络不断刷屏。

正如大使所说，书法所代表的不仅仅
是中华文化，背后蕴藏着积淀深厚的中
国哲学。即使语言不通，但流传千年的
文化与精神因传承焕发新生，因交融而
更加绚丽璀璨。

利用吃饭时间读《宋词》

“中国的一切都很有趣，这里的文化风
俗对我来说是全新体验。”作为一名资深外
交官，马纳萨良先后在非洲、欧洲、亚洲
多个国家常驻，体验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
情，而地大物博的中国让他印象尤为深
刻。在中国当大使近 3 年来，马纳萨良走
访中国很多省市，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的种
种细节。走访的地方越多，他对中国文化
丰富性与多样性的体会就越深。

采访中，马纳萨良分享了“中国行”
过程中的小插曲。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馆与
中国云南一户少数民族家庭建立了长期联
系。“他们给我们寄来一封信，但信上的方
言连我的中文秘书都看不太懂，这种文化
风俗的巨大差异非常有趣。”在马纳萨良看
来，正是多姿多彩的文化、饮食及建筑成
就了中国之美。

除了对中国风俗文化差异性深有感
触，马纳萨良对中国书法、文学等传统
文化兴趣浓厚。虽然日常工作繁忙，但
大使依然会在吃饭时花上半个小时读宋
词。“我很喜欢宋词。”马纳萨良说，“宋
词有丰富的哲学意蕴，每篇我都会读两
三遍。”

此外，马纳萨良对石雕艺术也深有研
究。他认为石雕艺术在中国文化和亚美尼
亚文化中都是重要的内容，“由此可以发现
两国文化的诸多相似点”。

很多亚美尼亚人会说中文

马纳萨良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也是中
国文化热在亚美尼亚升温的生动缩影。

马纳萨良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中
国和亚美尼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近年
来，两国在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加强合作。
如今，来中国学习深造成为亚美尼亚青年的
一种新潮流。亚美尼亚有孔子学院，多所中
小学开设中文课程，多所大学设置中文专
业，中文已成为亚美尼亚第二外语，很多亚
美尼亚年轻人会说中文。“在亚美尼亚街头，
特别是首都埃里温，若有人突然开口说中
文，一点也不意外。”马纳萨良说。

近来中亚两国加强人文交流合作的好
消息不断。2019 年 5 月，中亚两国签署互
免签证协定，让两国民众随时可以到对方
国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相互交往
更加方便快捷。马纳萨良表示，几年前到
亚美尼亚观光的中国游客只有几百人，
2018 年赴亚美尼亚的中国游客增长到近万
人，欢迎未来有更多中国游客到亚美尼亚
看一看。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拉近两国人民
心灵距离，还促进了多领域合作。近年
来，亚美尼亚对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表 现 出 很 高 的 热 情 ， 两 国 在 经 贸 、 基
建、能源、安全等领域深入协作往来。
目前，中国长期稳居亚美尼亚第二大贸
易伙伴国地位，中国企业正在积极参与

亚美尼亚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亚美尼亚
也希望推动更多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享
受中国发展红利。马纳萨良说，亚美尼
亚葡萄、杏等水果品质很好。“我们正在
组织有关专家研究水果保鲜问题，希望
未来中国消费者能够买到更多亚美尼亚
特色产品。”马纳萨良表示。

对上合组织的未来充满信心

让中国与亚美尼亚越走越近的还有两
国对和平的共同期盼。早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时期，6000 多名亚美尼亚籍苏联红军
将士参加了在中国东北的对日作战，支持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事业，同世界上所有
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共同维护好
国际和平正义。马纳萨良说，亚美尼亚非
常看重二战这段历史，正在深入挖掘相关
细节。

如今，面对国际和地区局势日趋复
杂，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协
调和配合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上海合作组织是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
的重要国际合作机制之一，在打击“三
股势力 （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
义） ”、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等领域取
得了巨大成就。亚美尼亚作为欧亚交界
的内陆国，和上合组织拥有共同的理念
和价值观，有共同的安全稳定诉求。近
年来，随着上合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以
及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亚美尼亚对上合
组织的未来充满信心。“上合组织最重要
的能力之一就是反恐能力，我们深刻理
解反恐在维护地区安全中的重要性，并
且愿意积极参与地区反恐合作。”马纳萨
良说。

近年来，亚美尼亚积极在上合组织合
作框架下参加多领域活动。2016 年，亚美
尼亚正式成为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马纳
萨良表示，亚美尼亚已经向中国和上合组
织表达了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的意愿，

“我们已经做好在上合组织中再次提升身份
的准备”。

国家人文地理

“中国的一切都很有趣！”
——访亚美尼亚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良

海外网 孟庆川

“中国的一切都很有趣！”
——访亚美尼亚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良

海外网 孟庆川

欧亚大陆腹地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亚美尼亚。这里有崎岖连绵的高加索山脉，有波光潋滟的塞

凡湖水，还有独具特色的人文风俗。虽然与中国相隔万水千山，亚美尼亚千百年前便沿着古丝绸之路与中国互

通有无，开展频繁的交往互动。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两国友谊仍在历史的时空中绵延，不

断结出新的硕果。

在亚美尼亚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良看来，中国作为亚洲文明的重要起源，不仅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也

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地域风俗。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马纳萨良对中国文化侃侃而谈，并表达了推动

亚中之间包括人文在内各领域合作的深切期盼。

跟大使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交融
牛 宁 张六陆

神秘而独特的
亚美尼亚

海外网 任天择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良近照。 海外网 杨皓铭摄亚美尼亚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良近照。 海外网 杨皓铭摄

上图上图：：埃里温中央火车站撒逊的大卫像埃里温中央火车站撒逊的大卫像。。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馆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馆供图供图

下图下图：：首都埃里温自由广场与歌剧院首都埃里温自由广场与歌剧院。。
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馆亚美尼亚驻华大使馆供图供图

上图：谢尔盖·马纳萨良大使正在写中文。
海外网 张六陆摄

下图：谢尔盖·马纳萨良大使的书法作品。
海外网 牛 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