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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
海外网 毛 莉 张六陆

“我和家人把中国香港当作第二故乡，现在我们的家在北京。”墨西哥驻华大使
施雅德日前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这样表示。自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访香港开
始，施雅德和中国结缘了 30 多年。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期间亲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进程、在香港岭南大学担任多年副校长、如今又在北京安家，施雅德笑言他是中国
故事的“最前排观众”。他深信，墨中互为负责任的合作伙伴，两国深化合作大有
可为。

“我的孩子参加舞龙表演”

施雅德曾任世贸组织前身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和世
贸组织副总干事，并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任职。从中国 1986 年申请复关到 2001 年加入 WTO，施
雅德见证了中国漫长而艰辛的 15 年谈判。早在中国递交
申请之初，施雅德预见到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加入国际贸易大家庭的深远影响。“我那时就告诉我的
团队，一定要多支持中国。”施雅德说，“我是中国的朋

上世纪 80 年代，当施雅德第一次到访香港时，就被
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圈了粉”；90 年代，他常常到香港
出差，那时结识的针灸医生为他了解中医文化打开了大
门；2007 年，他受聘香港岭南大学担任副校长，举家迁
往香港定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深度体验之旅。
“我全家在香港生活了 15 年，过了 15 个春节。”施
雅德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当副校长时，每年春节都
会在校园里组织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我还曾经邀请上
海艺术家到学校表演中国传统戏剧。我的孩子参加舞龙
表演，吃中国传统食物，我们全家都喜欢过中国春
节。”2021 年出任墨西哥驻华大使后，在北京的生活让
施雅德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国不同地域的
美食各有特色，我在香港爱吃港式点心，现在又喜欢上
了川菜，尤其是火锅。”施雅德说。
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不仅出自施雅德的个人兴趣，
也寄托着他促进墨中两国民心相通的愿望。“墨中已建

如何“解锁”墨西哥文化的精
彩侧面？
“ 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
采访手
组在采访中锁定了“壁画中的墨
西哥”这个主题。但凡到过墨西
哥首都墨西哥城的游客，定会被
满城五色斑斓的壁画迷住。建筑
物墙壁、车站、地铁、汽车，都是画
家们自由挥洒的“大画布”。各式
壁画和涂鸦淋漓尽致展现色彩醒
目的拉美风格，在城市每一个角
落述说着墨西哥悠久的历史和墨
西哥人丰富的情感。
当栏目组走进墨西哥驻华大
使馆，在会客厅里与一幅壁画迎
面相遇。画幅自屋顶垂至地板，
浅棕黄的暖色笔调描摹出墨西哥
先民围炉冶金、加工珠宝的场景。
有人在河里挖沙淘金、有人鼓着
腮帮吹气生火、有人低头凿石、
有人制作羽冠……画中人物、景
象、细节描摹得丝丝入扣，疏
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
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整个画面繁
而不杂、人物多而不乱。
见栏目组感兴趣，墨西哥驻
华大使施雅德热情地当起解说
员：
“ 这幅画是墨西哥国家宫壁
画同尺寸复制品，原作者正是墨
西哥国宝级画家迭戈·里维拉。”
一画胜千言，墨西哥先民早就开
始用壁画记录历史场景，在玛雅
文明遗址波南帕克遗存的宏伟壁
画至今向世人诉说着当时的战争
史诗。
里维拉凭借其丰富的艺术阅
历和成熟的艺术思想，在墨西哥
20 世纪初的壁画运动中扮演了重
要角色。里维拉的壁画作品以独
特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一位墨西哥
画家对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关
注，他用画笔绘出了“可观赏的
墨西哥历史”。
施雅德大使说，谈起里维拉
还 不 得 不 提 他 的 妻 子 —— 弗 里
达·卡罗。卡罗一生饱受小儿麻
痹症与车祸之苦，但她从未向命
运屈服。尽管无法站立只能卧床，卡罗也没有丢下画
笔。破碎与疼痛、坚韧与不屈，游走于卡罗的画笔之下，
成就了一幅幅传世之作。
在采访最后，施雅德大使面向栏目组的镜头说：
“我
推荐中国朋友读一读里维拉夫妇的故事。”栏目组当期以
此为主题制作的短视频，引发网友对墨西哥艺术的浓厚
兴趣，纷纷评价“画界奇才”
“敬佩了不起的艺术家”……

“辣椒与仙人掌之国”“玉米的故
乡 ”“ 浮 在 油 海 上 的 国 家 ”“ 白 银 王
国”……墨西哥悠久灿烂文化的每一面
都值得游客探索。
墨西哥悠久的历史写在国旗上。墨
西哥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描绘了墨西哥
人先民阿兹特克人的神话——传说雄鹰
叼蛇站于仙人掌之处，就是可以安居立
业之地。曾经四处流浪的阿兹特克人循
迹而至，在盛产仙人掌的墨西哥定居建
国。大约 13 世纪下半叶起，阿兹特克人
从墨西哥中部高原谷地开疆拓土，逐渐
建立起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最强盛的帝
国。在如今拉美地区最大的博物馆——
墨西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中珍藏的太阳
历石，正是当年阿兹特克文化的象征。
太阳历石又称阿兹特克日历圆面石雕，
雕工精美巧妙，整体呈现几何对称风
格，尘封地下多年后于 18 世纪末被发
现。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墨西
哥国家人类学博物馆“镇馆之宝”，其
图案还印在墨西哥现在流通的 10 比索
硬币背面。
墨西哥灿烂的文明镌刻于当地每一
处世界遗产中。从瓜纳华托古城、帕伦
克古城等遗迹，到格雷塔罗市、莫雷利
亚市等名城，墨西哥的世界遗产众多。
特奥蒂瓦坎古城遗址中的太阳金字塔
位列许多游客打卡墨西哥的愿望清
单。每年春分日，墨西哥人会按照习俗

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对华贸易是最高优先级”

立起良好政治互信，希望进一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
施雅德表示，墨西哥人民和中国人民都很自豪于文明古
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就像中国历史上有不同朝
代，墨西哥创造了奥尔梅克文明、玛雅文明、阿兹特克
文明等丰富文明形态。施雅德介绍，一座冰雕“玛雅金
字塔”日前亮相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拉开庆祝墨中建交
50 周年系列活动序幕。“期待这样的墨西哥元素能吸引
更多中国朋友到墨西哥看一看，让更多普通人成为两国
友谊的民间使者。”

“祝北京冬奥会一切顺利”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施雅德看到了墨中两国关系的
韧性与活力。疫情暴发后，中国协助墨西哥开通“空中
桥梁”，便利墨方包机来华采购抗疫物资。墨西哥成为
首个批准两款中国疫苗紧急使用的拉美国家。中国疫苗
等医疗产品受到墨西哥政府和民众的热烈欢迎与广泛好
评，“谢谢中国”成为墨西哥社交媒体上的热词。
“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内，世界各地很多
发展中国家都收到了中国疫苗。中国不仅向墨西哥提供
疫苗，还帮助我们实现疫苗本地化生产。”施雅德表
示，“我们非常感激中国，疫情下的合作增进了墨中关
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令施雅德深为感佩的，不仅是中国推动抗疫国际合
作的担当，还有中国在抗疫中展现的沉着。施雅德认
为，中国“动态清零”防疫策略非常成功，有效控制了
国内疫情，很好统筹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很
多国家目前日均新增新冠感染病例远远超过了中国总感
染人数，而中国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还实现了经济复
苏。”施雅德说，“我在北京看到人们的生活已基本恢复
常态。”
施雅德说，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将为处于疫情
中的世界带来“一束光”。墨西哥花样滑冰运动员等正
在积极备战北京冬奥会。“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到现
场观赛，期待运动员都取得好成绩。祝北京冬奥会一
切顺利！”

说

墨西哥和中国同为文
明古国，两国交往史源远
流长。随着 500 年前海上商
贸之路打通，“马尼拉大帆
船”往来于墨西哥阿卡普
尔科和亚洲的马尼拉之
间，将中国的丝绸和瓷器
运往墨西哥，推动了墨中商
贸和人员往来。这种互动
持续近 5 个世纪，本质上体
现了两国的相互尊重和友
好交往。
2022 年，我们迎来墨中
建交 50 周年。50 年来，墨
中关系发展取得巨大成
就。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中国对墨西哥抗疫的
鼎力支持让两国关系得到
进一步深化。大量医疗器
械、防护用品和新冠疫苗从
中国运抵墨西哥，双方开
展新冠疫苗的共同研发工
作，拯救了生命。
从双边经贸关系看，
中国是墨西哥第二大贸易
伙伴，墨西哥制造业吸引
的中国投资不断增加，越
来越多中国企业赴墨西哥
投资，也参与了玛雅铁
路、墨西哥城地铁改造等
重大基建项目。
让我倍感欣慰的是，
墨西哥在担任拉共体轮值
主席国期间，有效促进了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间的沟
通与合作，双方在抗疫、
减贫、科技等领域采取了
切实合作行动。
与此同时，墨中在科
技、教育和文化领域开展
的合作是我目前最关注的，
相关领域合作已成为双边
关系中的核心构成部分。
很多墨西哥人活力四射地
走进中国这个多彩国度，
他们是两国友谊的真正使
者，让两国人文、商贸和学术交流愈发紧密，诚
挚期盼这种畅通无阻的交流得以继续保持。
为纪念墨中之间的深厚友谊，我们将于 2 月
14 日举行庆祝墨中建交 50 周年的纪念活动。我
们对墨中关系发展下一个 50 年充满希冀，期待
两国在贸易、投资、科技、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取得更丰硕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出任墨
西哥驻华大使是我的荣幸，我将继续致力于巩
固墨中关系，为促成双方更有建设性的对话和
普惠成果而努力。
（作者为墨西哥驻华大使）

施雅德

友，我也很自豪有中国这个朋友。”
“1987 年，我到香港拜访一位朋友，从她家窗口能
看到一栋 25 层的大楼，她当时告诉我这栋楼马上要被拆
除。我非常不解地问为什么，她回答说要为一栋更高的
大楼腾位置。当年香港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的场
景，如今发生在中国很多城市。”施雅德认为，中国的
变化不仅体现在城市风貌上，更体现在中国人的精神面
貌上。过去大部分中国人物质生活不富裕，现在中国人
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市场也更加开放，很多中国人外
语流利、关心海外世界，中国社会变得更有活力。
中国不仅发展了自己，也激活了世界经济。施雅德
表示，中国入世以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 30%。对墨西哥来说，发
展对华贸易是最高优先级。中国还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
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
行等。“无论贸易还是金融领域，中国在国际经济组织
中都是积极贡献者。”施雅德说。

大使

期待墨中合作取得更丰硕成果

“我们全家都喜欢过中国春节”

邮箱：lixueqin@haiwainet.cn

在墨西哥瓦哈卡举行的民俗活动。
墨西哥驻华大使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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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地理

武慧敏

在墨西哥寻踪美洲古文明
海外网 吴正丹
登上金字塔顶，沐浴吸收太阳的能量，
期盼这一年的好运。奇琴伊察古城遗址
向游客展现美洲古代文明杰出代表——
玛雅文明的风貌。城中勇士庙前的“千
柱群”与库库尔坎金字塔足以让人想象
玛雅文明全盛时期的辉煌。玛雅人通过
刀耕火种的原始方式，最早培植了玉米
和甘薯等农作物。辣椒、烟草、棉花等
经济作物在玛雅文明时期也已广泛种
植。玛雅人还驯养了火鸡、狗和蜜蜂，
可以用龙舌兰纤维和木棉织布，并以可
可豆作为通用货币进行贸易。在天文、
数学、历法、雕刻技术等方面，玛雅文
明成就非凡，对其后的其他文明产生了
深远影响。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是游客走近墨
西哥文化历史的窗口。墨西哥城前身为
阿兹特克人于 14 世纪上半叶建立的特
诺奇蒂特兰古城，在其后 200 年时间

里，特城发展成一座壮丽的水上城市。
阿兹特克人的君主统治着上至墨西哥中
北部、下达中美洲、东抵墨西哥湾、西
至太平洋的地域，成长为中部美洲势力
范围最庞大的城邦联盟，其社会也形成
了诸多如今看来颇为高雅的习俗：喜欢
类似“桑拿”的火山石蒸汽浴，用巧克
力招待尊敬的客人，兴盛诗歌文学。当
时西班牙殖民者初见特城，一度以为到
了威尼斯或君士坦丁堡。
如今的墨西哥城融汇了更多现代
文明，同时依旧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情
调。入夜后城市广场上乐队云集，热情
洋溢的墨西哥民歌引人驻足；索切米
尔科水上公园卖花船、小吃船穿梭往
来、招揽顾客，叫卖声、欢笑声不绝于
耳……正如墨西哥驻华大使施雅德所
说：
“每一位到访墨西哥的游客，都能享
受一段愉快旅程。”

墨西哥图拉武士柱。
墨西哥驻华大使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