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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鱼龙节”庆祝中国年

出任大使前，弗朗西斯·杰克曼曾
担任西印度大学巴巴多斯凯夫希尔分校
孔子学院院长，经历了学院从无到有、
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孔子学院的创办过程中，杰克曼
发现巴巴多斯民众对中文和中国文化充
满热情。“当时学院建立速度之快和市
场需求之大让我非常震惊。”杰克曼
说，“不仅对教授中文的老师需求很
大，我们的中小学对学习中文的需求也
很大。”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巴两
国相距遥远，文化差异巨大，但当自
由奔放的巴巴多斯文化遇上兼容并蓄
的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 却 产 生 了 奇 妙 的

“化学反应”。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近年来在巴

巴多斯举办的“鱼龙节”活动。“鱼龙
节”中的“鱼”，指巴巴多斯著名特产
飞鱼，是当地人最常见、最喜爱的食物
之一；“龙”则代表来自遥远东方的中
国。作为巴巴多斯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
重要部分，这样的名称组合寄托了两国
的共同期盼：打造一个中巴文化交流、
对话的平台。杰克曼介绍，通过鱼龙节
将两种文化交融，让双方文化交流更加
深入，并推动两国政治经贸合作不断取
得新进展。

“一带一路”让彼此走得更近

2019年 2月，中国与巴巴多斯签署
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
备忘录，巴巴多斯成为2019年首个加入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大家庭的新伙伴。

在杰克曼大使看来，“一带一路”
倡议深化并拓宽了中国与巴巴多斯的双
边合作。目前，两国正商议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展开海运、航运、基础设施
等互联互通合作，未来两国将在现代农
业、海洋经济、可再生能源、文体旅
游、医疗卫生等领域加强合作。同时，
中国企业也加大了在巴巴多斯的投资力
度，中国企业正在巴巴多斯东南海岸一
个酒店及度假胜地的建设项目中发挥重
要作用，建成后将推动巴巴多斯旅游和
就业的发展。

在中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走进
巴巴多斯的同时，巴巴多斯企业也利用

“一带一路”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
平台走进中国。在2019年的第二届进博
会上，来自巴巴多斯的旅游业和金融业
企业出席博览会并达成合作协议。杰克
曼表示，像“一带一路”和进博会这样
的平台，为巴巴多斯产品和服务业进入
中国创造了机会，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
大浪潮中，巴巴多斯希望可以扮演重要
角色。

中国小镇婚礼很感人

杰克曼曾在巴巴多斯驻华使馆任职
参赞。在中国生活 5年多，杰克曼发现
中国的每个地方都独具特色，很多中国
人心态开放。“我所接触的中国人都很
友好，他们希望更多了解巴巴多斯和加
勒比海地区。”杰克曼说，“这种亲近
感，让你觉得像在家一样。”

让杰克曼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在
河北一个小城镇参加中国婚礼的经历。
婚礼主角是一位曾在巴巴多斯孔子学院
任教的老师。“看到在一个小城镇里举
行现代婚礼很有意思，鞭炮齐鸣、车队
送行，好像整个城镇都沉浸在婚礼的气
氛中。”杰克曼说，“这是我来中国之后
经历的最有趣、最感人的事情。”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1977年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与巴
巴多斯双边关系发展迅速，两国民间交

往水平也进一步提高。
自2016年起，中国开始向巴巴多斯

派遣医疗队执行援外医疗任务，这是中
国首次向中等发达国家派遣医疗队。4
年来，中国医疗队除了为当地民众提供
精湛的医疗服务、捐赠药品及器械之
外，还启动了医疗奖学金项目，资助巴
巴多斯年轻医生来华进修。杰克曼表
示，派遣医疗队的行动是中巴关系一个
新变化，这项行动让更多中国医生收获
在巴巴多斯生活和工作的体验，也给了
巴巴多斯医生来中国学习的机会。

除了医疗领域，中巴两国在教育领
域的合作也在加强。2016年，苏州高博

软件技术职业学院与西印度大学在巴巴
多斯共同建立中国信息工程学院，旨在
为加勒比地区国家培养信息技术应用型
人才。该学院采用“2+2”合作培养模
式，即前两年在西印度大学学习部分课
程，后两年到苏州学习专业课程及实训
实习。杰克曼大使说，他在访问苏州期
间曾造访学校，看到来自加勒比海地区
国家的学生同中国学生一起踢足球、进
行校内比赛。“对加勒比海学生来说，
来到万里之外的中国并非易事，他们在
苏州很受欢迎。”杰克曼高兴地说，“通
过各类文化交流，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家
的感觉。”

巴巴多斯位于加勒比海东部、小安的列斯群
岛东端，面积 430平方公里，人口 30万。向西与
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隔
水相望。

巴巴多斯曾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殖民
地。1966年宣布独立，现为英联邦成员国，也是
拉丁美洲第一个发达国家。

“西印度群岛的疗养院”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地区的著名旅游胜地，
旅游业是巴巴多斯的支柱产业之一。这里风景秀
丽，气候宜人，素有“西印度群岛的疗养院”之
称。巴巴多斯是一座珊瑚石灰岩海岛，虽然面积
不大但地形多变。以中部的山地为中心，岛上地
势向西呈阶梯状下降，向东、南急剧下降成悬
崖；东北部苏格兰区，地面崎岖不平，有两岸陡
峭的谷地；沿海为沙滩，地势低平；环岛珊瑚礁
不但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庇护，也给巴巴多斯
人带来了丰富的渔业资源，每年还吸引不少潜水
爱好者前来游玩。

巴巴多斯的阳光沙滩深受游客喜爱，自17世
纪起就有大批英国商人携家带口来此度假。巴巴
多斯国家公园、卡伦海滩、巴希巴风景区等自然
景区每年都吸引大量外国游客前来游览，游客还
可以搭乘潜水艇深入海底珊瑚礁世界，探索巴巴
多斯海岸线周围美丽的水下世界。

同时，殖民地的历史也为巴巴多斯留下不少
人文遗产。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老城及其军事
要塞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军事监狱改造
而成的巴巴多斯博物馆则记录了这个小岛从16世
纪至今的历史，布里奇敦犹太教堂、桑百利种植
园、摩根·刘易斯风车等人文景观也是巴巴多斯
500多年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网友的“山东歌后”蕾哈娜

蕾哈娜，国际流行乐坛天后级人物、名模、时尚设计师、慈
善家，她的歌曲在中国有很高传唱度，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她来
自巴巴多斯。

在中国，蕾哈娜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山东歌后”（蕾哈娜的
歌 《We Found Love》 被音译为“潍坊的爱”，《Where Have
You Been》被音译为“威海油饼”）。2015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慈善舞会 （Met Gala） 上，蕾哈娜一袭黄袍，被网友称为
Princess of China（中国公主），她也曾以中国风的装扮登上国际
顶级时尚杂志封面。

在音乐与时尚之外，她与中国还有另一段奇妙的缘分：2012
年，蕾哈娜曾向巴巴多斯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捐赠了一台先进的核
医学显像设备，但是，该院缺少核医学专科医生，使得这台昂贵
的设备因很多检查项目无法开展而几乎成了“摆设”。2016 年，
中国对巴巴多斯的医疗援助项目改变了这种局面，在中国医生的
努力下，这台设备正常投入使用，极大提高了当地的医疗水平。

朗姆酒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

如果说，蕾哈娜代表了巴巴多斯现代与流行的一面，那么巴
巴多斯的历史与传统，则隐藏在一种曾经令无数人痴狂的液体之
中。朗姆酒，这种由甘蔗酿制的基酒，一直以来都是加勒比地区
重要的贸易商品，也是加勒比海盗文化最重要的象征物。

巴巴多斯被认为是朗姆酒的诞生地，拥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朗
姆酒厂商之一。17世纪中期，来自旧大陆的甘蔗被英国人带到
了巴巴多斯。以此为发端，加勒比的甘蔗种植园在给世界带来廉
价蔗糖的同时，也让新大陆浸泡在朗姆酒的醇香中。在迪士尼的
系列电影《加勒比海盗》里，杰克船长可以为了朗姆酒连命都不
要的桥段，虽略显夸张，也可以窥见朗姆酒在过去400多年对世
人的吸引力。

承载了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朗姆酒，也是巴巴多斯最重要的出
口商品之一，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驻华大使馆的橱柜中就陈列
着各种品牌的巴巴多斯朗姆酒，足见巴巴多斯人的朗姆酒情结。

（海外网 聂舒翼整理）

巴巴多斯，遥远而陌生。赴巴巴多斯驻华使馆采
访前，“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补足大量资料信
息。过程中，栏目组对巴巴多斯设计别致的国旗产生
了浓厚兴趣：旗面形状为传统长方形，自左至右由
蓝、黄、蓝三条等面积的竖立矩形组成。不同的是，
黄色长方形中央镶有一把黑色的三叉戟徽章，格外引
人注目。

“这是什么特殊标志？”“巴巴多斯是岛国，估计是
什么捕鱼神器？”“会不会和波塞冬有关？”栏目组对此
讨论热烈。

带着疑惑，栏目组走进巴巴多斯驻华使馆的大
门。使馆工作人员的说明解开了我们的困惑：国旗两
侧的蓝色竖条分别代表着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中间的
黄色竖条代表巴巴多斯的海滩。三叉戟象征希腊神话
中的海神波塞冬，有民主三原则的寓意，也可以理解
成是三齿鱼叉——一种捕捉大型鱼类的重要工具。

使馆内厅出镜率最高的“明星”是鱼。使馆里充
满了各式各样的“鱼”。在大使接受采访的会客厅里，

摆放着 6只装饰盘，2只装饰碗，上面最突出的图案，
便是“长着翅膀的鱼”。有些鱼画得细致，还简单勾画
了鱼鳞，有些则是寥寥数笔绘出了鱼自由自在摆尾游
动的神态。所绘的鱼栩栩如生，仿佛只要你拨动水
花，鱼就会因受惊而逃跑。此外，在一只四层的装饰
柜上，有大约 8 个穿着艳丽巴巴多斯服饰的陶塑小
人，其中近一半的陶塑小人或捧着“鱼”，或拿着装满

“鱼”的盘子。一间小小的会客厅里就容纳了至少 25
条“鱼”。

杰克曼大使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了鱼对巴巴多斯
的重要性。他说，鱼代表的是加勒比海文化。他还
特别提到巴巴多斯人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而举办的
鱼龙节。

采访结束后，在围绕巴巴多斯渔业的后期资料搜
集中，栏目组对这个地处东加勒比海的岛国有了更加
全面的了解。原来，巴巴多斯还被称为“飞鱼岛国”。
使馆中随处可见的“长翅膀的鱼”自然就是飞鱼。这
个国家的飞鱼种类有近 100 种。飞鱼是巴巴多斯的经

济支柱。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统计，飞鱼的
捕捉几乎占其渔业捕捞总量的 2/3 以上，其中，四翼
飞鱼占飞鱼捕捞量的 90%以上。巴巴多斯人对飞鱼的
爱已融入他们的生活。飞鱼是巴巴多斯的“国菜”，油
炸飞鱼是该国随处可见的美食。岛上到处可见以飞鱼
命名的娱乐场所和旅游设施，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到这里观赏飞鱼。巴巴多斯的马球队也被命名
为“飞鱼队”，他们还赢得 2009 年赛格威马球赛的世
界冠军。

了解巴巴多斯渔业的发展现状后，栏目组以
“鱼”为主题，制作了一期题为《这个加勒比岛国驻华
使馆里，竟有这么多条“鱼”》 的一分钟短视频，在
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播放，向数百万网友推介了
这个距离中国数万里之遥的国家。

出于对使馆的细致观察，栏目组想到以“鱼”为
题制作视频介绍巴巴多斯。正是这些细节，让“我在
中国当大使”栏目组在宏大的外交叙事中找到了读者
爱听爱看的好故事。

“在中国就像在家一样”
——访巴巴多斯驻华大使弗朗西斯·杰克曼

海外网 牛 宁 聂舒翼

在东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的最东端，有一座珊瑚石灰岩海岛，它四周被海水环绕，岛上植被丰

富，盛产野生的印第安无花果——在葡萄牙语里，巴巴多斯的意思正是无花果树。巴巴多斯国土面积虽

小，却是大自然精心镶嵌在碧波浩荡的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间一颗璀璨明珠。2018年赴华出任大使的

弗朗西斯·杰克曼，是中国与巴巴多斯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人和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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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驻华使馆有好多“鱼”
海外网 戴尚昀

巴巴多斯驻华使馆内的朗姆酒陈列柜。
海外网 聂舒翼摄

巴巴多斯驻华使馆内的朗姆酒陈列柜。
海外网 聂舒翼摄

采访手记

国家人文地理

巴巴多斯驻华大使弗朗西斯·杰克曼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网红打卡景点”巴巴多斯政府大楼。
巴巴多斯驻华大使馆供图

巴巴多斯盛产甘蔗，是世界闻名
的“甘蔗之国”，甘蔗种植和蔗糖生
产是其重要经济支柱。一年一度的
夏季狂欢节就是巴巴多斯人民为庆
祝甘蔗丰收而举行的盛大节日。人
们在狂欢节身穿节日盛装，满怀丰
收喜悦，载歌载舞穿行在巴巴多斯
的热闹街区。

图为 Crop Over Gala 甘蔗丰收
狂欢节上的巴巴多斯舞者。

图片来源：巴巴多斯政府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