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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
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这里，我想讲几个两国人
民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事例。抗日战争时期，苏联
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他动情地说：“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
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他英勇
牺牲在中国大地上。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
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
纪。2004年俄罗斯发生别斯兰人质事件后，中国

邀请部分受伤儿童赴华接受康复治疗，这些孩子
在中国受到精心照料，俄方带队医生阿兰表示：

“你们的医生给孩子们这么大的帮助，我们的孩
子会永远记住你们的。”2008 年中国汶川特大地

震发生后，俄罗斯在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
并邀请灾区孩子到俄罗斯远东等地疗养。3 年
前，我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洋”全俄儿童中
心，亲眼目睹了俄罗斯老师给予中国儿童的悉心

照料和温馨关怀。中国孩子亲身体会到了俄罗斯
人民的友爱和善良，这应验了大爱无疆这句中国
人常说的话。这样的感
人事迹还有很多，滋润
着两国人民友谊之树枝
繁叶茂。

——摘自习近平在莫斯
科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的 演 讲
（2013年3月23日）

丝绸“编织”的交往史

2014年9月，英国英格兰柴郡，带着“寻根溯源”的
目的，西蒙·霍沃思驱车来到祖宅。在父亲的指引下，西
蒙找到阁楼里的古铜色皮箱，并从中翻开一部家族回忆
录。

一段隐没了140余年的、令人动情的中国故事终于被
发掘出来。

在这个布满历史尘埃的皮箱里，西蒙发现了奶奶多
萝西·霍沃思在游历中国时写下的日记，也发现了哈瑞·
加德姆 （奶奶的父亲） 于1887年至1890年在上海学习工
作的记录。

“嘿，真是太神奇了！”西蒙不禁赞叹。此时，他意
外发现了自己的外高祖父亨利·加德姆 （奶奶的祖父） 与
中国做丝绸贸易的记录。这意味着整个家族与中国交往
的历史可以被追溯到1875年！

资料证实，1875年 1月 1日，时年 40岁的亨利·加德
姆创立了 H.T.加德姆公司，从中国江浙一带进口丝绸制
品。

认定了中国巨大的商业市场，亨利决定让大儿子哈
瑞·加德姆子承父业。哈瑞不仅继承了父亲同中国的丝绸
生意，还弥补了父亲从未涉足中国的遗憾。1887年4月，
时年22岁的哈瑞·加德姆听从父亲的安排，远渡重洋来到
中国江浙一带，并在上海的一个丝绸贸易部门学习经
商，直到1890年2月才返回英国。

据 《亨利·西奥多·加德姆：他的祖先和他的家族》
一书中第六章记载，哈瑞·加德姆回忆在中国的生活时
说，“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哈瑞·加德姆的女儿多萝西 （西蒙的
奶奶），续写了家族的中国故事。

多萝西和丈夫杰弗里·霍沃思热爱旅行，一同去过27
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于 1963 年 4 月第一次来到中国。据
多萝西的日记记载，怀着对“共产主义中国”的好奇，
她和丈夫跟随一个 12人的小型旅行团，由伦敦出发，途
经莫斯科，最终抵达北京。

第二天，他们就来到湖北武汉，参观了武汉长江
大桥和武汉钢铁公司。之后，他们又游历广州、杭
州、上海、南京、济南数地，完成了一段历时 23 天的
紧凑旅程。

多萝西在日记中写道：“人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许
多风筝在空中飞翔。无论是在景点碰到的市民还是参观
的接待人员，从他们那里我们看不到任何敌意和戒心，
恰恰相反，迎接我们的都是笑脸。”

回到英国后，多萝西对中国之旅意犹未尽，并在4年
之后重游中国。她回忆，所有的中国人仍然像 1963年他
们第一次来时那样，笑脸相迎，十分友好。在为期3周的
旅行中，他们先后造访上海、济南、北京、哈尔滨、杭
州等地。

在旅行日记中，多萝西提到，她在巴士上唱着 《东
方红》，还记录下了英文版歌词和五线谱。除两本中国
日记外，一部长达 45 分钟的无声电影也被拍摄、剪辑
出来，记录了多萝西夫妇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片中甚
至拍到了宋庆龄先生在北京参加活动时的画面。旅行
结束后，多萝西写下了 《中国女性》等文章在英国报刊
上发表。

就这样，多萝西将加德姆家族的中国情结“传递”
给了丈夫，使得霍沃思家族与中国结缘。

改革开放后，多萝西的侄子安东尼·加德姆主持恢复
了家族公司从中国进口丝线和蚕茧原料的业务。安东尼
曾多次因商务事宜造访中国，商业往来也一直持续到
2004年他从公司退休。

西蒙的父亲菲利普·霍沃思爵士是霍沃思家族的第三
代从男爵。他在谈到家族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关系时表
示，早几年，他和夫人曾经计划去杭州旅行，似乎一切
都准备好了，但遗憾未能成行。

在 《剑桥笔记》 成书过程中，菲利普和夫人先后离
世。尽管两位老人未能完成踏足中国的夙愿，但正如菲
利普所说，“儿子西蒙和我的几个孙辈们在实现着我的
梦想。”

“对于我和孩子来说，中国就是
未来”

今年年初突发的武汉疫情，令远在英国的西蒙日夜
牵挂。他向武汉的好友询问：“我能为武汉做些什么？”
西蒙很快行动起来，1 月底，他参与了在剑桥发起的

“剑桥与武汉站在一起”募捐活动，一边呼吁英国朋友
向武汉伸出援手，一边向武汉的朋友询问所需物资规格
等事项。

1月29日，西蒙为媒体录制了一段1分26秒的视频。
“两周前我才从武汉回来，现在对武汉人来说是个十分困
难的时刻……但中国正在全力行动，快速建起了两所医
院，我相信他们能够应对好疫情。”通过微信，西蒙将这
段视频分享给武汉的朋友。笔者注意到，西蒙的微信头
像是一个黑底红字的正楷“中”字，他的朋友介绍，这

个“中”字头像已经使用了好几年。
“武汉对我的善意很难用言语表达，它让我邂逅了有

共同价值观的朋友，现在我要和武汉站在一起。”在英
国，看到关于武汉疫情的不实报道，西蒙都会心急，向
武汉的朋友核实后，他一一纠正。“尽管我的力量绵
薄，但这是目前我所能做的。”西蒙在写给武汉友人的
信中说。

疫情考验了西蒙这位真朋友，而西蒙与中国的奇
缘，是从 2009 年开始的，那一年他真正踏上中国的土
地。当时，世界金融危机令西蒙的公司经营遇困，为了
寻找新的发展契机，西蒙将目光投向中国。2012 年，在
一位中国友人的推荐下，西蒙前往武汉考察项目。

“这里的发展速度不可思议。”西蒙说，他考察过多
地的生物产业园区，但认为武汉是最有前景的。他当机
立断，在武汉成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招聘毕业于华中
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宋文君为合作伙伴。“我知道我现在所
做的事情非常艰难，之前也没人做过，但这绝对是一个
对两国都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我一定会坚持下去。”西蒙
说得斩钉截铁，令宋文君至今记忆犹新。

“在商界，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它有能力拥
抱增长和变革。我们目睹了中国医疗监管体系的全面重

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实施、产品定价的简化，以及
许多其他国家花了数十年才实现的创新”，西蒙感慨：

“从英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增长和变化速度几乎是不可
想象的。”

商业之外，西蒙也乐于搭建文化桥梁。2016年2月和
2017年9月，西蒙两次登上由武汉市民之家和长江日报、
长江网联合主办的市民大讲堂，向武汉市民讲述自己家
族与中国结缘的故事，分享他在武汉的创业经历。

2015 年，西蒙获武汉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黄鹤友谊
奖”；2017年9月，西蒙又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这也是
当时为外国专家设立的最高奖项。作为加德姆—霍沃思
家族与中国友好交往的第五代人，西蒙在家族史上写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业余时间，西蒙热爱作画。2018 年伊始，他在位于
英国的家中认真创作着一幅画：画面左边是天安门、中
央电视台、上海东方明珠等中国标志性建筑，远处还隐
约可见武汉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画面右边是大本钟、
白金汉宫等英国标志性建筑；画面的中间是徐徐放下的
英国伦敦塔桥，象征中英两国的互通互惠。

疫情没有改变西蒙对中国的信心，关于未来，西蒙
有长远的考虑。他有意将家族与中国友好交往的接力棒

传给大儿子乔治·霍沃思，乔治已于 2012 年和 2014 年两
次来到上海的公司实习，正盼望着第三次来到中国。“对
于我和孩子来说，中国就是未来。”西蒙透露，他准备让
二儿子也到中国看看，他的小女儿则开始学习中文。

“通过西蒙这座桥，去了解中国”

当《新闻联播》的画面中出现西蒙·霍沃思向李克强
总理赠书一幕时，作者余坦坦难掩激动之情。

《剑桥笔记》由余坦坦历时三年研究创作而成，是一
部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在采访
中，他向我们回忆了成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据余坦坦介绍，西蒙家族的故事最初由他的同事，
长江日报记者肖娟发掘。2015 年 10 月 9 日，肖娟在 《长
江日报》头版发表了《英国家族六代人中国故事绵延140
年》的报道，西蒙家族六代人的中国故事由此广为人知。

作为长江日报 《市民大讲堂》 栏目负责人，余坦坦
结识了西蒙。“一般来讲演讲结束了，我就回去了，但当
天我犹豫了一下。”这个英国人引起了余坦坦强烈的兴
趣，他随即邀请西蒙共进晚餐，西蒙爽快地答应了。

西蒙像个“中国人”，余坦坦在认识他的第一天就深
有体会。

当晚点菜时，余坦坦担心中国菜不合西蒙胃口，首
先征求西蒙的意见。出人意料的是，西蒙坚持要求“客
随主便”，在一旁的宋文君解释道：“在中国，西蒙从来
不点菜，都是吃我们喜欢的菜。”西蒙没有喝红酒或威士
忌，而是跟余坦坦一同，豪饮了整瓶武汉产的“黄鹤
楼”白酒。

在同西蒙的进一步交流中，余坦坦敏锐地嗅到了文
学创作的线索。

“前面的报道都是粗线条，没有细节。关于中国的部
分，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余坦坦回忆起
创作动机时仍十分激动，“我喜欢搞创作，打算把它当成
非虚构文学作品来写。”

西蒙得知此想法后，跟余坦坦一拍即合：“非常欢
迎，我们家有足够的故事写一本书！”

为了搜集写作材料，余坦坦先后两次飞赴英国。
2016年，恰逢武汉与英国曼彻斯特结为友好城市 30

周年。7月中旬，由近百名武汉中小学生组成的“小小外
交家”代表团出访曼彻斯特，余坦坦跟随代表团经由伦
敦到达曼切斯特。此行，他初次感受英伦风情，与西蒙
的家人建立了友谊。

7 月 13 日，“小小外交家”代表团拜访了西蒙的祖
宅，为西蒙及家人献上了精彩的舞龙表演。“由我拍摄的
武汉小学生舞龙表演的照片，已经成为西蒙家中的经
典！”余坦坦激动地说。短短几日的相处，他欣喜地观察
到：西蒙的家人是发自内心地喜欢中国！

2016年9月，余坦坦和夫人一同再次前往英国。在为
期 15天的行程中，他留下了沉甸甸的走访记录、上千张
照片和3万多字的日记。“我几乎对他每一个家人都进行
了采访，也前往剑桥大学图书馆等地搜集第一手资料，
尽量追根溯源，还原历史现场。”“大胆假设，小心求
证”是余坦坦多年来口述史创作的原则，“每一个细节，
我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反复考证。”

工作之余，余坦坦夫妇也传播中国饮食文化。余坦
坦至今仍清晰记得那天，他和夫人为西蒙一家下厨。土
豆胡萝卜丝、凉拌豆芽、红薯和荞麦面，四份中国菜被
端上了西蒙家的餐桌。“西蒙倒是三下两下，一盘见底，
而他的夫人有些勉强，小心翼翼地吃。”余坦坦兴奋地回
忆：“西蒙当即决定把每周三定为他们家的‘中国日’，
要吃中国菜！”

跨文化交流需要耐心，文学创作也有苦涩。按原定
计划，《剑桥笔记》 初稿会在 2017 年 10 月交付出版社。

“一边是报社的工作很忙，一边是在创作，当时每天熬夜
到两三点。”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使余坦坦患了严重的
眼疾，“眼睛突然看不清楚了，视力下降到大概只有0.1，
写作只能停下来。”

经过前后半年的入院治疗，余坦坦得以继续写作，
2018年10月，《剑桥笔记》完稿。谈到对自己心血之作的
期许，余坦坦言简意赅地说：“希望人们通过西蒙这座
桥，去了解中国”。

在赠给李克强总理的 《剑桥笔记》 一书扉页，西蒙
和余坦坦分别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一句话。西蒙写下：“人
民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做值得做的事。”余坦坦则写下：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疫情，不是让世界更远，而是让人们更亲。从2月16

日到4月下旬，余坦坦作为单位的下沉干部，在社区参加
防疫志愿者工作。两个月里，西蒙隔天就会问候他的健
康状况，也关心着武汉的防疫动向。

“余坦坦，你在社区的志愿工作都做些什么？”3月19
日下午，西蒙通过微信告诉余坦坦，他要把武汉的经验
分享给英国志愿者。余坦坦回：“协助医护人员查体温，
协助政府劝说大家少出门。”在最困难的时刻，西蒙让他
感受到，武汉联系着世界，世界也没有抛弃武汉。

“爱和友谊成就了西蒙家族的中国故事，我希望更多
的世界人民，从情感上真正接受中国、爱中国。”这是余
坦坦创作《剑桥笔记》的初衷，也是他的美好愿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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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跨两国，历经 6 代人，着墨 20 万字，
绵延140余年……

时间拉回到 2020 年 1 月 17 日下午，北
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
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举行新春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英国

专家西蒙·霍沃思博士手捧一本书，翻着书页
向李克强总理介绍着。

一番亲切的交谈后，西蒙将手中的《剑
桥笔记——一个英国家族六代人的中国故
事》（以下简称《剑桥笔记》）赠予李克强总
理，故事的主角正是西蒙的家族。李克强总

理看了 《剑桥笔记》 后说：“真的是六代人
吗？很快就要200年了！”

日前，我们采访了 《剑桥笔记》 作者
——作家、历史学者、湖北长江日报高级编
辑余坦坦，与他一同翻开 《剑桥笔记》。眼
前，一幅中英民间友好的历史画卷得以重现。

照片说明：
图①：西蒙展示武汉朋友送给他的礼物。余坦坦摄
图②：《剑桥笔记》封面。 受访者供图
图③：2016 年 10 月，西蒙与余坦坦在剑桥大学图书

馆，查阅百年前亨利加德姆的公司与中国做丝绸贸易的往
来信函。 谭佳龙摄

图④：疫情防控期间，西蒙在英国为武汉加油。
受访者供图

图⑤：2016年7月，余坦坦第一次访问西蒙祖宅。离开
时，西蒙父母站在有 300 多年历史的祖宅前挥手道别。

余坦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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