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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阿中两国

展现出了十分牢固的双边关系基础。
在疫情暴发伊始，阿布扎比王储兼武

装部队副总司令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
殿下就向中国表达了关切和支持。他说：

“阿联酋已经做好准备向中国提供一切支
持，并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应对疫情。”
哈利法塔和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总部等许
多阿联酋著名地标建筑都曾经点亮中国标
志，表达与中国的团结一心。

这反映了阿中两国之间蓬勃发展的关
系，与此同时双边合作也在众多领域不断
拓展。在 2019 年 7 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期间，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殿下宣布
了阿联酋和中国共筑百年繁荣的路线图。

这一长期愿景包括阿联酋与中国合作
制定在阿联酋 200 所学校教授中文的计划。
此外，作为与中国签署的双边协议的一部
分，中方在阿联酋开设中国文化中心的项
目正在推进之中，与此同时，阿方也将在
北京开设阿联酋文化中心。这些举措将加
深阿联酋和中国人民彼此的了解，并在两
国人民之间建立多层次的紧密联系。

阿中两国深厚关系涵盖广泛领域。例
如，双方合作在阿联酋培育海水稻，满足阿
方的粮食安全需求。在清洁能源领域，由上
海电气、迪拜电力和水务局和沙特国际电力
和水务公司共同合作的迪拜马克图姆太阳能
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站项目，将基
于独立发电厂模式建设。目前装机容量
950MW的第四期工程正在建设之中。

上月结束的中国两会，向世界传递出中
国坚持多边主义、支持通过互利合作谋发展的积极信号。对于阿
中两国业已牢固的双边关系来说，这是一个重大利好。阿中两国
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00亿美元。阿联酋与中国在共享繁荣和经济
成果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中国关于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的部署，也为阿中两国在专业领域开展互补合作提供了动力。

两国还要重点发展其它领域的合作，例如科学、技术、人工
智能、食品安全和可再生能源。以能源领域为例，中国的目标是
到 2030 年将清洁能源在本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高到 20%。同
样，阿联酋 2050年能源战略的目标是实现由再生能源、核能和
清洁能源组成的能源结构，到 2050年将清洁能源在本国整体能
源结构中的比重由 25%提高至 50%，同时将发电的碳排放减少
70%，从而在2050年之前节省7000亿迪拉姆。

两国未来的科技合作前景可期。中国要在 2030 年之前成为
主要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中方已经朝着这一目标取得了积极进
展。阿联酋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拥有最领先的人工智能研发实力。
2017年 10月，阿联酋政府启动了针对未来服务、产业和基础设
施项目的“阿联酋人工智能战略”。

阿联酋正不断推进科学领域的发展，并已与中国达成协议，
利用中国不断丰富的经验。双边协议包括阿联酋总理办公室人工
智能办公室与中国科技部签署的关于人工智能科技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此外，哈利法科技大学与清华大学还建立了联合研究合作
关系。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也正在与中国科研机构
展开诸多合作。

在阿中两国双双迈入崭新发展阶段之际，后疫情时代呈现的
新机遇和新合作将加速双方的科技创新，推动两国在未来夯实现
有合作基础并拓展更多合作范围。这些合作将有助于推动阿中双
边年度贸易的增长，实现2030年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

（作者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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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说

采访手记

“阿中关系达到历史性高峰”

在担任阿联酋驻华大使前，阿里·
扎希里曾在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供职
多年，该公司在阿联酋的经济增长和多
元化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扎希里
在经贸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这段工作
经历，也赋予了扎希里“理解阿联酋未
来愿景和看清大局的能力”，成为他被
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关键因素。

阿联酋是中国公民首站旅游人数最
多的中东阿拉伯国家，阿联酋在中东国
家中率先获得持普通护照公民赴华免签
待遇，阿中合作建设的迪拜700兆瓦光
热发电项目是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
进的光热电站……这一个个“最”，足
以说明中国在阿联酋对外关系中的重要

性。在扎希里看来，到中国当大使是
“施展所长，回报祖国”的机会。

扎希里表示，阿联酋与中国的关系
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阿联酋人民
越来越有兴趣了解中国的语言与文化。
扎希里希望通过他的工作，推动两国不
同领域的民间交流更加频繁，“为两国
的发展添砖加瓦”。

中国战疫“值得全世界感谢”

2020 年是扎希里来华履职的第三
年，新冠肺炎疫情给了他加深对中国认
识和理解的新视角。

自疫情发生以来，扎希里一直在京
工作。作为中国战疫的亲历者和见证
者，扎希里用“无声的尊严”来形容中
国人在疫情面前展现出的精神面貌。从

“防疫期间继续从事食品供应等重要工
作，保障社会生活运转的无数劳动者”
身上，扎希里看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
坚强”；从“顶着巨大风险、冒着生命
危险长时间工作，竭尽全力拯救生命的
护士和医生”身上，扎希里看到了伟大
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尽最大能力有
效减少了感染人数，挽救了许多中国人
的生命，最终通过蝴蝶效应，其实也挽
救了世界各地很多人的生命。这些无私
奉献的中国人值得全世界感谢”。

为了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支持，
阿联酋在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点亮中
国红、打出“武汉加油”的条幅，让许
多中国人深受感动。扎希里表示：“俗
话说‘患难见真情’，我很高兴我们能
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携手抗疫。”

随着疫情形势持续向好，扎希里对
未来的在华生活充满了期待。同许多人
一样，他希望可以与亲人和朋友重聚，

“坐在餐厅里谈天说地，倾诉彼此的故
事”。此外，热爱旅游的大使一家还想
多出去走走，到甘肃、虎跳峡、大圩古
镇……来一场领略中国文化魅力的探索
之旅。

在众多目的地中，扎希里特别提到
了湖北和武汉：“我期待可以与家人去
武汉和湖北旅游，品尝湖北名吃热干
面。上次到湖北时，我们就一起尝过这
么美味的小吃。”在他看来，与过往生
活的“久别重逢”，正是中国经济社会
复苏的积极信号。

推动中文教育落地阿联酋

扎希里高兴地看到，随着中国经济
回暖，由于疫情取消或者延期的很多会

议和论坛都在迅速重启。着眼“后疫情
时代”推动阿中关系发展，是扎希里的
最重要关切。

在人文领域，扎希里表示，进一步
推动中文教育落地阿联酋是一大方向。

“阿联酋36万年薪聘汉语老师”的话题
曾一度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热议。扎希
里介绍，2019年9月启动的中文课程项
目进展顺利，目前已招收150名汉语教
师，在指定的公立学校承担7到12年级
的教学任务，2019—2020学年用的课本
就叫 《跨越丝路》。扎希里透露，双方
互设文化中心的计划也在稳步推进中。

在科技领域，扎希里看到了双边合
作的新增长点。两国在携手抗疫方面的
科技合作给了扎希里很大的信心。扎希
里表示，阿联酋拥有中国以外最大的新
冠病毒检测实验室，“通过这个实验
室，阿联酋与中国正在共同开展科学研
究，我们看到了双方在科学领域进一步
合作的机会”。

扎希里以人工智能领域举例说，到
2030 年人工智能应用对全球经济增长
贡献率将达到45%。人工智能带来的最
大经济收益来自中国，而迪拜则在吸引
外国直接投资用于人工智能方面排在全
球第一位，两国推动人工智能合作前景
广阔。

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扎希里
表达了阿中合作的坚定信心。扎希里认
为，疫情不会扭转“一带一路”建设的
势头，“一带一路”仍然是解决全球基
础设施需求的最佳方案。到2040年，全
球基础设施的投资缺口将达 15 万亿美
元，届时全球基础设施作为拉动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的推手，重要性将变得与日
俱增。

“希望再到武汉吃热干面”
——访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

海外网 张六陆

坐落在阿拉伯半岛东部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着“沙漠中的花朵”的美誉。这个充满

生机与魅力的中东国度，跟中国渊源深厚。

在阿联酋驻华大使馆的墙壁上，挂满了记录两国交往历史性瞬间的照片。阿联酋驻华

大使阿里·扎希里 （H.E.Dr.Ali Obaid Al Dhaheri） 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表示：

“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近年来两国互动密切，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两国友

谊的里程碑。”回顾两国友好交往史上的生动故事，扎希里表达了对进一步发展阿中关系

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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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驻华大使馆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采访的首个使
馆，久违的面对面采访更多了一份亲切的互动。

使馆客厅里摆得满满当当的咖啡桌吸引了
大家的目光。只见棕色印花丝绸桌布上，中心
摆放着盛满各式香料的一个木制大托盘，四周
分别环绕着装满椰枣的玻璃碗、银色和金色的
精美雕花容器，以及一把金色的长嘴咖啡壶。
这一切，都显示出主人的用心待客之道。

初见阿联酋驻华大使阿里·扎希里，大使就
向我们发出了热情邀请：“要不要来点咖啡？”
说话间，大使首先端起装满椰枣的玻璃碗，“我
们喝咖啡通常从吃甜点开始”。紧接着，大使一
边亲自给我们倒咖啡，一边热心地当起阿拉伯
咖啡的“讲解员”。

被称作Qahwah的阿拉伯咖啡是阿联酋的传
统饮品，同中国的茶一样，常被用来迎宾待
客。金色的阿拉伯咖啡壶，作为阿拉伯咖啡的

“伴侣”已经沿用了好几个世纪。阿拉伯咖啡的
独特之处在于，在烘焙调制的过程中，阿联酋
人会根据口味喜好，加入豆蔻、丁香、肉桂等
香料。口中椰枣的甜味与咖啡中的香料味碰撞
融合，在味蕾激起一圈圈涟漪，让我们体会了
一把独特的阿拉伯风味。

值得细细品味的，不仅是阿拉伯咖啡，还
有其中所蕴含的好客文化。在讲解过程中，大
使手中的咖啡壶一直没有放下。大使说，客人
轻晃空杯，才是结束的信号。只要客人还想续
杯，主人就不能放下咖啡壶，这是一种礼节。
与朋友坐在一起，一边喝着几小杯热气腾腾的
咖啡，一边谈天说地，是阿联酋人生活中的美
妙时刻，也是阿联酋人的好客标志。

“大使请喝咖啡”，自然而然成为栏目组当
期短视频的主题，更引发网友热议，“大使太热
情了！”

大使请我们

喝咖啡
海外网 毛 莉 张六陆

阿联酋，一株盛开在沙漠中的花朵。
在这里，沙漠与大海相遇，西方与东方汇
聚，传统与现代交融，塑造了这个神秘国
度的多样风貌。

阿布扎比的多元文化

阿布扎比是阿联酋首都，占国土总面
积 80%以上。它拥有 3 处风格各异的旅游
目的地，是旅游者的绝佳选择。

阿布扎比是一座国际大都市，除了令
人叹为观止的谢赫扎耶德大清真寺、亚斯
岛的主题公园和娱乐场馆、萨迪亚特文化
特区的阿布扎比卢浮宫等不容错过的景点
之外，阿布扎比还汇集了一系列令人心驰
神往的精彩活动：豪华环岛游、独特生活
方式体验以及奢华酒店度假区体验，并建
有先进的会议设施、永久性的邮轮码头以
及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

绿洲城市艾恩是阿布扎比的文化遗产
聚集地，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永久定
居点之一。这里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
界文化遗产，包括众多古堡、绿洲、历史
建筑和考古遗址，是展现阿联酋独特文明
和历史的窗口。

阿勒达弗拉一半沙漠，一半海洋，以
多样化的地形和天然的沙漠、海滩、绿
洲、海岛风光而闻名。萨巴尼亚岛拥有丰
富的野生动物和狩猎资源，堪称阿布扎比
最“天然”的目的地， 对于希望远离喧
嚣的游客是一个绝佳去处，同时也备受邮
轮爱好者的青睐。

精彩纷呈的迪拜游

迪拜是阿联酋最先进、人口最多的城
市，面积仅次于首都阿布扎比。高耸入云
的摩天大楼、碧波荡漾的海岸线、浩瀚壮

美的大漠风光，将金光闪闪的迪拜塑造为
一处首选旅游胜地。每年来此旅游的宾客
人数已逾 1600 万。无论游人在城中公干
或游乐，还是在此长期或短期停留，迪拜
总会给游人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回忆。

游客可以在老城区细细探寻古老历
史的踪影，也可以登上全球最高楼的顶
端，感叹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大气与恢
宏。这里还有金黄色的海岸沙滩、一望
无垠的大漠沙丘、欢乐亲子的主题乐
园，以及各种购物餐饮好去处，让宾客
流连忘返。

迪拜是时尚爱好者的天堂。作为一处
世界顶级购物体验目的地，迪拜坐拥 100
余座购物中心，包括世界最大的购物中
心。每年还有冬季迪拜购物节和迪拜夏日
惊喜购物节。

热衷于美食的游客也一定会爱上迪
拜。水边晚餐、高楼中的餐厅、米其林大
厨的创意美食……不论您是想要尝尝国际

美食还是地道的本土菜肴，6000 多家餐
厅、咖啡馆和食肆总能满足您的味蕾。

渴望探索的游客千万不要忘记前往阿
拉伯沙漠进行探险。在迪拜，可以实现诸
多游客人生目标清单上的必备项目——沙
漠巡游。坐上四驱车，在月牙状的沙丘之
间风驰电掣。让游客尽享无垠大漠。同时
还有骆驼骑行、猎鹰表演、手绘汉娜纹身
等丰富体验，同样精彩纷呈。

一定不能错过的沙迦

沙迦，寓意“升起的太阳”，阿联酋
的第三大酋长国，地处阿联酋中部，总面
积 2600 平方公里。西临阿拉伯湾，东靠
阿曼湾，是阿联酋唯一在东西两岸都拥有
海岸线的酋长国，拥有一面海水一面沙漠
的地理奇观。

如果你热爱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一
定不能错过沙迦的网红景点“雨屋”。这
座明星景点曾巡回世界，所到之处都掀起
一票难求的热潮。走进雨屋，在室内持续
不断的雨水中漫游，享受被雨水包围却不
会淋湿身体的全新体验。昏暗的灯光，闪
烁的雨滴，拿起手机随手一拍，一张张有
质感的大片就被定格下来。

如果你热爱天文地理，一定不能错过
“室内外灿烂星空秀”，室内，沙迦天文馆
圆顶影院能同时容纳 200名观众，投影仪
会 360度呈现天体影像，还有生动有趣的
讲解响彻耳畔，让人沉迷在神奇的宇宙世
界中。室外，在Mleiha沙漠考古中心，既
可以参观人类迁徙的简要过程，又可以置
身于一片辽阔沙漠，太阳落山前，在沙漠
中的营地，点燃几盏灯，铺好舒服的地
毯，备好烧烤，观星话人生。

如果你热爱特色文化，一定不能错
过“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在这片深深被
文化浸透的土地上，光是大大小小的博
物馆就有 20 个，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非

“伊斯兰文明博物馆”莫属，其有珍贵伊
斯兰藏品 5000 余件，涵盖艺术、书法、
考古、伊斯兰文明等多个领域，连收藏
飞机和古董车这样别具一格的博物馆也
能在此找到。

（海外网 张六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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