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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精神给了我们鼓舞”

虽然来华工作时间不长，但对切东
多来说，他和中国的缘分早在近半个世
纪前就开始了。

在上世纪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进
程中，有许多津巴布韦自由战士在中国
及坦桑尼亚纳钦圭阿营地接受中方培
训，1977年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切东多
就是其中一员。回忆起那段浸透着火与
血的岁月，切东多感慨良多：“从那些
英勇热忱的中国教练员身上，我了解到
中国艰苦卓绝的革命史，尤其是长征精
神给了我们为津巴布韦解放而奋勇战斗
的鼓舞。”

津中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的战友
情，在两国交往史上留下悠远回响。切
东多列举了津巴布韦首任教育部部长、
华裔女政治家费琼的故事。“在津巴布
韦解放斗争时期，费琼就和我们在同一
战壕里战斗。今天，费琼还在各种国际
组织中代表津巴布韦发声。”切东多表
示，费琼的故事正是津中特殊情谊的生
动写照。

“津巴布韦人感觉中国和中国人很
亲近。”切东多说，津巴布韦有很大的
华人社区，他们不仅在矿业、农业等各
领域为津巴布韦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
献，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谈起为津巴
布韦孤儿送去关爱和温暖的华侨慈善组
织“非爱不可”妈妈团体，切东多屡屡
点赞。他说，中国人积极融入津巴布韦
社会，就像鱼和水关系一样。

“感谢中国仗义直言”

切东多不仅亲历了津中在民族解放
斗争时期的并肩战斗，也见证了两国在
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携手前行。

切东多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
曾接待到津巴布韦援建国家体育场的中
国朋友。这座由中国人设计并建造的体
育场是当时津巴布韦唯一一座大型体育
场，为津巴布韦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
的窗口。

在民族复兴道路上阔步前行的中
国，没有忘记昔日的亲密兄弟，对津巴
布韦走自主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
给予坚定支持。切东多表示，津巴布韦
寻求独立解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希
望从4000多名殖民者那里夺回大片沃土
良田。津巴布韦的土改政策让津巴布韦
人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却触动了一些
西方国家的利益，遭到西方国家制裁，
曾引发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连锁反

应。“我很高兴我们现在度过了一张纸
币百万亿面值的恶性通胀时期，这尤其
离不开中国等战略伙伴的帮助。当西方
制裁津巴布韦时，是中国为津巴布韦仗
义直言。”

切东多表示，当前津巴布韦经济
出现了复苏势头。津巴布韦正在加快
改革步伐，以法治为基础推动经济建
设，努力改善营商环境，提高营商便
利度，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到津巴布韦
投资兴业。

“对中国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作为津中友谊40年风雨不改的见证
者，切东多对推动两国关系提质升级有
一份特殊的使命感，“我会尽我所能加
深津中友好关系”。

切东多期待密切两国人文交流，巩
固两国友好民意和社会基础。就任驻华
大使以来，切东多走在观察和了解中国
的第一线。在内蒙古，热情奔放的草原

风情让切东多印象深刻，“我不仅收到了
洁白的哈达，还体验了一回草原婚礼，象
征性地成了中国人的‘妹夫’”；在深圳，
切东多看到了改革开放的非凡成就，“我
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来中国时满街都是
自行车，而今天变成了满街小汽车”；在
上海，切东多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的大舞台看到世界目光汇聚东方……走
访的中国城市越多，切东多对中国的认
同感就越强，“无论我走到何地，都能深
深感受到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国家
的归属感以及强烈的自信心，这一点非
常了不起”。

切东多希望越来越多津巴布韦人了
解今天的中国，也期待更多中国人走进
津巴布韦。他高兴地表示，津巴布韦维
多利亚瀑布闻名世界，近年来去那里度
蜜月的中国年轻人越来越多。“欢迎更
多中国游客来到津巴布韦，这将促进两
国人民相互了解。”

除人文交流领域外，切东多还希望
以农业合作为抓手进一步提升两国合作
水平。切东多表示，中国完成了养活14
亿人的奇迹，津巴布韦人口不到 2000
万，希望借鉴中国的经验保障粮食安
全。农业是津巴布韦经济发展的基石，
津巴布韦有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气候及
丰富的水资源，发展农业大有潜力。

“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已经在马达加斯加
成功推广，津巴布韦希望学习中国先进
的农业科技，在中国的帮助下改善农业
发展机制。”

2020 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津巴布韦将
庆祝独立 40 周年，两国都处在国家发
展和民族振兴的重要节点。在此背景
下，双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
性凸显。切东多表示，津巴布韦要实现
2030年建设成为现代化中等收入国家的
愿景，就必须坚持法治和善政。中国在
反腐制度化、法治化方面的经验以及加
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方面的做法等都值
得津巴布韦借鉴。

说起津巴布韦，网上流传最广的
大概就是 100 万亿面值的津巴布韦元，
和“100万亿也买不起一个面包”的种
种传言。真实的津巴布韦究竟如何？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在中国当大使”
栏目组走进了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馆。

当我们向津巴布韦驻华大使切东
多提出有关通货膨胀的问题时，心里
有些没底，拿不准大使是否会觉得被

“冒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切东多
大使不仅没有回避，还笑言我们的问
题让他兴奋，因为他有了“讲述真实
津巴布韦故事的机会”。

切东多大使说，津巴布韦的确经
历过恶性通货膨胀时期，通胀率一度
飙升至天文数字。所幸，今天的津巴
布韦已经走出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

百万亿面值的津巴布韦元早已退出市
场流通，目前津巴布韦纸币的最大面
值是5元。

切东多大使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当
前流通的津巴布韦元，还特意向我们
介绍了津巴布韦电子货币。切东多大
使说，在中国最流行的新支付方式是
微信、支付宝，在津巴布韦同样流行
无现金的支付方式，无现金支付是一
个发展方向。

切东多大使一面介绍，使馆工作
人员一面在手机上为我们演示——只
要在手机上输入个人识别密码后，就
可以完成任意金额的交易，十分方便
快捷。难怪有人说，当人们对津巴布
韦的普遍印象还停留在一张钞票100万
亿的年代时，实际上，全面推行加密

电子货币已经让津巴布韦走在了数字
货币潮流的前沿。

在大使的讲述里，我们了解到一
个别样的津巴布韦——这里有悠久的
历史、灿烂的文明、秀丽的风景、丰
饶的物产，更有勤劳智慧、勇敢坚强
的人民。正如大津巴布韦遗址中的石
雕“津巴布韦鸟”，历经岁月和风雨
打磨始终不改本色。逆风，恰恰是激
励鸟儿展翅翱翔、越飞越高的动力。
虽遭遇西方严厉制裁，津巴布韦却始
终坚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
路，如今又提出了宏伟的 2030 年发展
愿景。

津巴布韦纸币从“14 个零”到彻
底“清零”，正是津巴布韦国家发展历
程的折射。为了让人们看到一个更加
真实立体的津巴布韦，我们在采访当
天制作推出了 Vlog 《津巴布韦钞票已

“清零”》。在视频推出 24 小时内，综
合播放量即超过200万次。网友纷纷留
言：“原来 100 万亿的津巴布韦币早已
成了纪念币”、“刷新了对津巴布韦的
认知”……

左上图：目前津巴布韦纸币的最大
面值为5元。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馆供图

右上图：面值 2 元的新津元硬币。
肖恩·朱萨摄 （新华社发）

蜜月度假何处去？“非洲天
堂”津巴布韦不失为一个选择。
日前美国 《时尚芭莎》 杂志将津
巴布韦评选为世界第五大最佳蜜
月目的地。

津巴布韦位于非洲东南部，
东邻莫桑比克，南接南非，西和
西北与博茨瓦纳、赞比亚毗邻。
虽然地处非洲内陆，但津巴布韦
全年气候宜人，年均气温 22℃，
特别是首都哈拉雷四季如春、繁
花似锦，被认为是世界上气候最
好的城市之一。

津巴布韦是名副其实的非洲
“明星”旅游目的地，维多利亚瀑
布是其最著名的景点。维多利亚
瀑布宽 1.7 公里，最大落差 108
米，是非洲最大的瀑布，也是世
界三大瀑布之一。

1855 年，苏格兰探险家、首
位踏足此地的欧洲人利文斯通曾
感叹，瀑布之壮观让“从上方飞
过的天使目不转睛”。1989年，维
多利亚瀑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对于喜欢探险的游客，维多利
亚瀑布一定不会令他们失望。这里
有号称世界上最惊险的“魔鬼游泳
池”。从跳进泳池的那一刻起，肾上
腺素便会直线上蹿——湍急的水
流绕身而过后随即落下万丈深渊，
形成飞流直下三千尺之势，水流与
岩石撞击溅起百米水雾。

在非洲班图语中，津巴布韦
意为石头建筑，以它为国名，意
在展示国家的历史和文明。哈拉
雷东南约 300 公里外有一处被称
为大津巴布韦的庞大石头建筑群
遗址，约建于公元八至十世纪，
占地 1 万余亩。这是撒哈拉沙漠
以南非洲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
为完好的石头城建筑群体，是非
洲古代文明的象征，风格类似的
石头建筑群遗址在津巴布韦已发
现百余处。津巴布韦人对石头城
引以为傲，国名、国旗、国徽和

硬币上，石头城都被当作这个国
家和民族的象征。

去非洲不看野生动物绝对是
一个遗憾。津巴布韦野生动植物
资源丰富，全境遍布国家公园和
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还是世界
上非洲象最集中的国家之一，境

内有大约 8 万至 10 万头大象，其
中 40%生活在与博茨瓦纳接壤的
万基国家公园内。在津巴布韦，
游客很容易看到成群结队的大象
出没。在津巴布韦一些私人动物
保护区内，与大象互动或者“象
背上的婚礼”是特别受欢迎的旅
游项目。

当然，与当地人打交道也是

度假中最有意思的一环。来到津
巴布韦，没有理由不结交几个热
情的当地朋友。津巴布韦人受教
育程度在非洲国家中较高，高识
字率是他们引以为豪的一点。津
巴布韦人比较注重礼节，待人彬
彬有礼，热情友好，对老人、妇

女尊重谦让。无论在任何场合，
津巴布韦人均注意语言美，即便
见到不认识的人也会主动问候。
津巴布韦人还有见面送礼的习
惯，礼物种类繁多，有当地土特
产、石雕、铜版画等。

（海外网 栾雨石整理）
上图：维多利亚瀑布。
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馆供图

进入 2020 年，我们见证了新世
纪又一个十年开启。这一年恰逢中国
农历鼠年，生肖鼠寓意机敏聪慧，我
们很高兴与中国人民共同庆祝鼠年的
到来。

2020 年对于津巴布韦意义重大，
4月 18日我们将迎来津巴布韦独立 40
周年。这一天，也是津巴布韦与中国
建交40周年。不过，对津巴布韦人民
来说，同中国的友谊可以追溯至更早
的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尽管
当时中国国内发展任务艰巨，但中国
仍然为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
重要援助。津巴布韦将永远感激中国
的友好！

从那时起，津中关系经受住了时
间考验，并不断向新高度发展。在两
国领导人的引领下，津中关系上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多年来，两国政
治、经贸、投资、人文等各领域合作不
断加强。

在基础设施、能源、农业和电信
领域，中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敬意。我们相信，
在津巴布韦为实现2030年发展愿景而
进行的改革中，中国将继续通过对津
巴布韦关键经济领域的投资来加深两
国合作。我们不会忘记，当强热带气
旋“伊代”袭击津巴布韦造成持续干
旱和饥荒时，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困
难时期，中国向我们伸出了人道主义
之手。这些善行将被我们永远珍视！

津中友谊还建立在维护多边主义
的共同价值观和原则之上。构建习近
平主席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
要集体努力。经济全球化让世界各国
人民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遵
循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维护和促进多边主
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单边主义，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
利益。单边主义在当今世界没有立足之地，只有谈判
与对话才能为争端解决带来“双赢”结果。为此，我
们对中国政府呼吁取消对津巴布韦的制裁表示赞赏。

最后，我要重申，津巴布韦坚决奉行一个中国原
则，强烈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各国都有权利为自
身的特殊情况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作者为津巴布韦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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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就像回到了家”
——访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马丁·切东多

海外网 毛 莉 栾雨石

“来到中国，就像回到了家”
——访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马丁·切东多

海外网 毛 莉 栾雨石

2020年是中国与津巴布韦建交40周年，值此时刻出任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马丁·切东多备感荣

幸。切东多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表示:“津巴布韦就是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中获得

民族解放的。对我来说，来到中国，就像回到了家。”

作为一名20世纪70年代即投身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的“老战士”，切东多的个人职业生涯与

津巴布韦国家发展进程紧密相连。由此他见证了中国与津巴布韦风雨同舟的深情厚谊，由衷盼望

“深化拓宽两国合作领域，为两国人民创造一个共赢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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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布韦纸币已“清零”
毛 莉 栾雨石

津巴布韦纸币已“清零”
毛 莉 栾雨石

津巴布韦驻华大使马丁·切东多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津巴布韦国家
日”活动上，工作人员为游客提供津巴布韦特色美食。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津巴布韦国家
日”活动上，工作人员为游客提供津巴布韦特色美食。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