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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尝遍所有中国菜”

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到北京的
航班大都需要两次以上转机，行程总时
长超过30个小时。这样一条跋山涉水的
旅途，卢格里斯怀着对中国的好奇和兴
趣，在来华履职前就已经走了不下 10
遍。而在华工作生活 4 年后，卢格里斯
依然保持着对中国的新鲜感。

“乌拉圭国土面积较小，而中国是
有着大洲一般面积的国家。”卢格里斯
说，“当东北气温零下 20 摄氏度时，海
南却艳阳高照。这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习
以为常，但对外国人来说却很新鲜，让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广袤和美丽。”

在北京，长城是卢格里斯“爬 100
次也不会厌烦的地方”；在内蒙古，草
原文化让他产生强烈亲近感，因为“乌
拉圭也是牛仔之乡”；在武当山，他从
太极拳中体悟道教文化带来的平静与安
宁……卢格里斯说，在中国充实而新鲜
的体验，让他感觉 4 年时间过得很快。
卢格里斯幽默地提到一件“憾事”：“我
还没有尝遍所有中国菜，不过中国美食
太多了，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任务。”

他这样总结4年来的驻华见闻：“一
个外国人，如果在中国待了一周，可能
会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待了一个
月，可能想写一篇文章；待了一年后，
反而无从下笔了，因为他无法写尽中国
的复杂多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
性，但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让中华文化的
一体多样性格外突出。”

“乌拉圭人学中文热情高”

卢格里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是
中国文化热在乌拉圭升温的折射。近年
来随着中乌全方位合作的加深，两国人

民不断走近。
卢格里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和合”思想与“自然乌拉圭”理念十
分 相 近 ， 乌 拉 圭 人 也 爱 喝 茶 （马 黛
茶） ……这些文化的相通之处，让乌拉
圭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亲近感。中国已
连续多年保持乌拉圭第一大贸易伙伴和
最大出口市场地位，密切的经贸合作也
带动了人文交流的加深，“越来越多乌
拉圭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中国文化热在乌拉圭升温的一个显
著标志是，学习中文的乌拉圭人越来越
多。“我学了 6 门语言，中文是最难
的。”卢格里斯说，尽管中文很难，但
没有阻挡乌拉圭人学习中文的热情。孔
子学院在乌拉圭非常受欢迎，乌拉圭最
好的大学设有孔子学院，不少高中也开
设中文课程，而且一直有声音呼吁在乌
拉圭设立更多孔子学院，“因为乌拉圭
人学习中文的需求很大”。

越来越多乌拉圭人喜欢上中国文化
的同时，中国人对乌拉圭文化的了解也
在不断加深。足球是乌拉圭的一大国际

名片，也是中国人了解乌拉圭文化的一
扇窗口，乌拉圭球星雷科巴就因“中国
男孩”的昵称，在中国拥有不少球迷。
近年来，两国在足球领域的交流合作加
速发展。“目前唐山已经开设了乌拉圭
国际足球学校，我们也把乌拉圭足球教
练带到四川、重庆、甘肃等地。”卢格
里斯表示，乌拉圭足球发展的关键是重
视青少年训练，有不少中国青少年到乌
拉圭接受训练。

“乌拉圭在足球领域很强，但中国
许多体育项目都很出色，我们也要向中
国学习。”卢格里斯十分重视两国在体
育领域的合作，他说有很多乌拉圭运动
员来中国训练。“这些运动员是真正的

‘大使’，他们不仅在训练中提高竞技水
平，也体验到和中国运动员一起训练的
快乐。”

“电动出租车大多从中国进口”

谈到未来对乌中关系的期待时，卢
格里斯首先分享了这样一个细节：“在

乌拉圭南部的圣何塞省，中国人走在大
街上，会听到很多当地人热情地用中文

‘你好’打招呼。”原来，有一家中国车
企在圣何塞投资建厂，不仅让中国汽车
品牌在当地家喻户晓，也为当地就业和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作出了贡献。

卢格里斯认为，中国车企投资圣何
塞是乌中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生
动合作案例。“乌拉圭是首个同中国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
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对乌拉圭很重要！”卢格里斯表示，“世
界上很少有大国会提出这样让小国参与
并积极发挥作用的倡议，‘一带一路’
倡议让乌拉圭有很强的参与感，乌拉圭
也很高兴能够为此作贡献。”

卢格里斯表示，乌拉圭与很多周边
国家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也有设
施完备的港口、机场和物流系统，乌
拉圭愿发挥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一
带一路”倡议面向南大西洋的重要节
点。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乌中两国
在贸易、投资、科技等各领域合作空
间广阔。

卢格里斯举例说，乌拉圭农业发
达，农产品优质。乌拉圭逾 80%的领土
都用来饲养牲畜，还建立了强制可追溯
机制，是世界上唯一牛群具有100%可追
溯性的国家。目前乌拉圭全国 50%牛肉
都销往中国，卢格里斯希望通过“一带
一路”把牛奶、黄油等更多优质农产品
带到中国。

卢格里斯表示，对中国企业来说，
政府清廉度、政治稳定度、人均生活水
平在南美名列前茅的乌拉圭是理想的投
资目的地之一。乌拉圭数字化程度很
高，是全球首个实现小学生人手一台笔
记本电脑的国家，也是拉丁美洲人均软
件出口量第一的国家。乌拉圭愿与中国
携手共建“数字丝路”，积极与中国高
科技企业开展合作。此外，清洁能源也
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乌拉圭接近
100%的电力供应来自清洁能源，下一
个目标是实现汽车全面电动化。“目前
乌拉圭的电动出租车大多从中国进口，
希望有更多中国公司投资乌拉圭电动车
领域。”

作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
中国发展变化的重要平台，《人民日
报海外版》 是许多驻华大使馆订阅
的必读报刊。当“我在中国当大
使”栏目组走进乌拉圭驻华大使
馆，赫然入目的便是被精心装裱、
悬挂于玄关处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微微泛黄的报纸，看得出已有
年头。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

格里斯特意说明：“这份报纸记录了
乌拉圭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
时刻，所以我们把它作为历史资料
长期保存。”

仔细一看，日期是“1988年2月
4 日，星期四”，中乌两国建交正是

1988年 2月 3日。只见当天 《人民日
报海外版》 头版刊发了消息 《中国
乌拉圭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昨日
在纽约签署》 和社论 《祝贺我国同
乌拉圭建交》，并附有乌拉圭地图。

这份使馆已收藏 32 年的报纸，
是两国关系里程碑的历史见证。在
评价中乌建交的意义时，社论指
出 ：“ 这 是 两 国 关 系 中 的 一 件 大
事，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
望”“中、乌建交标志着两国关系
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有利于全面推
动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这些
判断，在 32 年的光阴流转中化作生
动的现实。

建 交 时 中 乌 关 系 “ 系 于 一 毛
（羊毛） ”，如今双边经贸合作已从
建交初期单一的羊毛贸易扩展到牛
肉、大豆、纸浆等多种商品贸易和
投资合作等领域。自 2012 年以来，
中国保持乌拉圭最大贸易伙伴和最
大出口市场地位。2016 年，随着中
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步
入历史最好时期。当前，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双方正在
贸易、农业、基础设施、文化、体
育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
……32 年来，中乌务实合作为两国
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已成
为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间友好
合作的典范。

使馆已收藏 32 年的这份 《人民
日报海外版》，还将继续被珍存下
去。它既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也
承载着对中乌两国关系发展更大的
期许。

走进乌拉圭驻华大使官邸，“我
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立刻被一屋子
摆得满满当当的艺术品吸引。

在客厅，迎面一幅红色基调的旷
野小屋巨幅画作格外引人注目；墙上
若干幅素描小像与矮几上的彩虹色人
偶形成强烈反差；一幅不同色度的橙
色几何条纹组成的拼图颇有意趣……
还未见费尔南多·卢格里斯本人，我
们就猜到这是位很有“文艺范儿”的
大使。

当见到风度翩翩的大使时，两国
在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自然成为我
们采访的切入点。卢格里斯大使一
谈起艺术就打开了话匣子。“我对现
代艺术很感兴趣，在北京、上海、
香港看到很多中国现代艺术的精彩
展览。”大使说，世界往往看到中国
在 经 济 、 科 技 、 工 业 等 领 域 的 发
展，但事实上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也十分值得关注。中国现代艺术从
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被年轻的
艺术家们注入了生机活力。他举例
说，水墨是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元
素，现在有很多中国艺术家把水墨
元素创造性地运用于作品中。

“艺术的一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
人文性。当不同地区的艺术家合作
时，能够碰撞出火花，激发人性中最
好的部分。”卢格里斯告诉我们，他
在华工作的一大重心就是促进双方文
化艺术交流合作，拉近两国人民的心
灵距离。

大使对推动两国艺术交流的重
视，从乌拉圭驻华大使馆的布置便可
见一斑——他为两国艺术家的作品专
门开辟了展厅。在大使官邸的艺术藏
品中，中国风作品更是占据了近乎

“半壁江山”：写着“善”字的瓷器碎
片被精心装裱，与旁边的乌拉圭画作
交相辉映；中式陈列柜上摆放的各式
瓷瓶、佛手雕塑、中国少数民族银
饰、兵马俑艺术品等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

这些“宝贝”里，最引人瞩目的是摆放在沙发旁的
“大头娃娃”。如果把它套在头上，腰里扎上红绸，就是典
型的东北大秧歌装束。当我们感叹大使的藏品“接地气”
时，没想到大使径直走上前去，二话没说把大头娃娃套在
脑袋上，还玩心大起冲我们比起了“剪刀手”。这一幕被我
们的镜头记录了下来，成为当期探访大使馆 Vlog 的“看
点”。视频一发布，便引来 20 多万网友围观。网友纷纷表
示：“大使先生是个‘中国迷’啊！”“大使很可爱！”……

乌拉圭位于南美东南部，西临阿根廷，北接
巴西。这个南大西洋国家凭借突出的自然风光、
科学、农业和创意产业等，彰显着自己独特的国
际竞争力。

“自然乌拉圭”，是乌拉圭力图打造的国家形
象。首都蒙得维的亚被自然环绕，有新鲜的空
气、丰富的绿化，还有绵长的海岸。这个城市多
次被评为南美最宜居城市。乌拉圭还有无数自然
美景等待游客们去探索。弗洛雷斯大区的岩洞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其中千
奇百怪的岩石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西洋海岸
的罗恰省，拥有细腻沙丘、布迪椰子棕榈园和海
洋沙滩，已被列为乌拉圭国家保护区。

从天空望去，乌拉圭就像一片巨大的草地，
80%的领土都覆盖着牧场，这也让当地人骄傲地
把乌拉圭称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农场”。

牛肉产业对乌拉圭的发展尤为重要，乌拉圭
拥有 400 年牛肉生产和出口经验。这里的牛主要
是英式品种，它们生活在自由放牧场，一生不接
触激素和抗生素。为了保证食品安全，乌拉圭开
发设计了牲畜信息系统，强制性要求各企业确保
牛肉产地可追溯性。

乌拉圭生产高品质的牛肉，乌拉圭人也深知
烹饪牛肉之道。原汁原味的牛排使人食指大动，
而一种名叫帕里利亚 （Parrilla） 的混合烤肉更是
广受国际赞誉，在乌拉圭菜肴中占据特殊的一

席。这道菜将不同肉类摆放在一个特别容器中炙
烤，浓浓的肉汁慢慢渗出，多味香料混合着炭烤
独有气味，将不同食材的风味完美融合到一起，
在味蕾上绽放开来。红酒是这道菜的最佳伴侣，
特别是本地产的丹娜葡萄酒，会把这道美食带来
的满足感进一步升华。

乌拉圭人享受着自然带来的恩惠，也深知保

护自然的意义所在。乌拉圭 98%以上的电力生产
都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使得它在风能领域排名世
界第三。乌拉圭自 1987 年实施 《森林法》，宣布
保护、改善和扩大森林资源，在发展林业的同时
建立可持续的森林管理体系，并积极利用林业副
产品的生物质废料发电。

（海外网 任天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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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爬100次也不会厌烦”
——访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

海外网 毛 莉 张六陆

“长城爬100次也不会厌烦”
——访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

海外网 毛 莉 张六陆

探戈故乡、足球天堂、“南美瑞士”、钻石之国……位于南美洲东南部的乌拉圭，是世界上距离中国最遥远

的国家之一，但和中国有妙不可言的缘分。

“乌拉圭有不少华人，乌拉圭人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中国文化元素，我们知道中国十二生肖。我本人从大学

开始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中文发音像音乐，中国书法是艺术。”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近

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娓娓道来乌拉圭人的中国情缘。

自然——乌拉圭的名片

这份《人民日报海外版》，

使馆已收藏32年
海外网 毛 莉 赵壹晨

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秧歌秀”。

海外网 赵壹晨摄

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秧歌秀”。

海外网 赵壹晨摄

乌拉圭驻华大使馆珍藏的 1988
年2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乌拉圭驻华大使馆供图

乌拉圭东部海滨旅游胜地埃斯特角城。 乌拉圭驻华大使馆供图乌拉圭东部海滨旅游胜地埃斯特角城。 乌拉圭驻华大使馆供图

乌拉圭的牛必须戴乌拉圭的牛必须戴““耳环耳环”（”（芯芯
片片），），以记录它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以记录它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
重要信息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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