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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大使说

“中国各地都有独特的美”

易卜雷曾出任冰岛驻法国、印度等国大使。在他此
前的职业生涯中，只有一次短期访华之旅。此次出任驻
华大使，易卜雷有机会深入体验中国。

2021年9月8日，在递交国书副本的第二天，易卜雷
通过冰岛驻华大使馆社交媒体账号向中国朋友们表达了
在华工作与生活的期待——促进两国良好的经济、政治

和民间交往，参观中国各地、体验中国多元文化，“我非
常喜欢旅行，欣赏不同的景色，感受不同的文化。”

来华几个月，从在广西桂林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
会旅游展开幕式，到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中国国际渔业博
览会，再到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易卜雷
的行程满满当当。“中国各地都有独特的美，在中国‘打
卡’旅游的体验非常愉快。”易卜雷表示，无论是秀丽的
桂林山水、丰富的云南美食，还是美味的青岛海鲜，都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021年是中冰建交50周年，易卜雷既收获了探访中
国的新鲜感，也体会到了两国友好的延续性。2021年12
月8日，冰岛驻华大使馆举办了庆祝冰中建交50周年招待
会，关心中冰交往的两国人士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共
聚一堂，共叙友好佳话。“那天的节日气氛非常浓厚。”
易卜雷感慨，建交50年来，冰中两国一直保持着密切友
好关系，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建立了牢固和不断发展的合
作关系，冰中双边关系将继续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
基础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看到了中国对环保所作的努力”

中冰合作涵盖各个领域，其中能源合作最牵动易卜
雷的心。易卜雷曾长期从事环境保护、能源利用、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他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对包括冰
中两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来说是必须共同面对的事业。“我
见证了气候议程的起起伏伏。”易卜雷表示，过去受制于
技术手段的短缺，国际整体减排力度不足，“如今有了更
多新科技手段，我们需要更多行动。”

相关行动已在两国之间展开。近年来，中冰在地
热、能源、碳循环技术应用等领域的合作有明显成效：
极地绿源公司和中国中石化集团合资设立的中石化绿源
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已将其业务扩
展到中国 60 个县，在中国地热能产业拥有广泛的影响
力；江苏连云港斯尔邦石化公司与冰岛碳循环国际公司
碳制甲醇合作项目也已正式签约，成为中冰两国在碳循
环技术使用领域合作的新突破，有助于深化两国在可持

续发展和环保领域的合作……“不仅仅是地热，两国在
能源领域已经合作了很长时间。基于两国丰富的合作经
验，未来我们可以持续拓展合作。”易卜雷说。

面向未来，中冰两国都已规划出明晰的“路线图”。
冰岛提出将在2040年前实现碳中和，制定了在2050年前
完全停止使用化石燃料的目标。中国也提出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
中和。易卜雷表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一举一
动都会产生全球回响，每一个进步都会使全球受益，对
中国自身和世界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我看到了中国对
环保所作的努力和成效，中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在北
京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我们都从中受益。”易卜雷说。

冰岛巧克力“意外”走俏

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也是中冰两国近年来交往的一大
亮点。两国建交以来，尤其是中冰自贸协定实施以来的8
年多时间里，双方贸易额稳定攀升，2020年达到56252万
美元。

易卜雷高度重视推动冰岛发展对华经贸关系。2021
年 11 月，他亲自前往上海，在进博会现场宣介冰岛好
物。“进博会规模巨大，为冰岛产品提供了展示平台。”
易卜雷说，从中国市场的消费情况来看，三文鱼等海产
品深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化妆品也在中国市场打出了
名气，而最令他惊喜的是巧克力的“意外”走俏，“巧克
力卖得很好，这在我们意料之外。”易卜雷表示，从小品
牌到大公司，从威士忌到医疗器械，大量冰岛商品在华
站稳脚跟，“中国市场大，充满机遇。”

易卜雷期待疫情早日结束，两国民间交往进一步深
化。他介绍说，疫情前，冰中民间旅游交往关系密切，

“两国有越来越多的交往与合作，这些进展令人振奋。”
谈到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易卜雷表示自己年轻

时经常滑雪，是高山滑雪和跳台滑雪的爱好者，期待可
以在本届冬奥会上观看这两项赛事。易卜雷乐见冰雪运
动在中国蓬勃发展，“我相信中国运动员将在北京冬奥会
上大放光彩。”

“中国市场大，充满机遇”
——访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

海外网 张六陆

“中国市场大，充满机遇”
——访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

海外网 张六陆

“新的一年，祝愿我所有的中国朋友与家人平安顺遂！”冰岛

驻华大使易卜雷日前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向中国朋友

送上祝福，他期待冰中关系在新年里延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

更多突破。

我想借此机会，祝
中国朋友新春快乐，愿
新年给诸位带来幸福、
快乐和繁荣！

半个世纪以来，冰
岛和中国建立了友好且
富 有 建 设 性 的 关 系 。
2021 年 12 月 8 日，两国
迎来建交50周年。值此
盛事，冰岛外长吉尔法
多蒂尔和中国外交部长
王毅举行了视频会晤，
双方总结了两国关系中
业已取得的诸多成就并
就进一步促进两国在有
共同利益的领域内合作
进行了探讨。

冰中合作的最大成
就 之 一 是 减 缓 气 候 变
化。两国在地热能源领
域的合作由来已久，40
年前，中国专家就已经
开始参加联合国大学在
冰岛的地热培训项目。
2006 年，随着中石化和
极地绿源公司设立合资
企业，两国地热合作更
进一步。

如今，中石化绿源
地热能开发有限公司是
世界上最大的地热区域
供暖公司，为中国北京、
河北、陕西、山西、山东、
辽宁和天津等省份提供
可再生能源供暖，减少
碳排放量，改善空气质
量。此外，冰岛碳循环国际公司向中国公司提
供新技术，捕获碳排放并将其转化为可再生的
甲醇，进一步拓宽了两国绿色能源合作面。目
前，河南安阳与江苏连云港两地的相关设施正
在建设中。

在最近一次互致贺电中，冰岛总理卡特
琳·雅各布斯多蒂尔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表示，双方将坚定地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在减缓
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冰中两国人民关系一直很友好。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前，2019年中国赴冰旅游人数已经超
过10万人次，中国民众对冰岛旅游的兴趣在不
断增加。在冰岛每年接待的200万游客中，中国
游客数量约占 5%。我们希望继续巩固双边关
系，在疫情得到控制后，鼓励两国开通直航。

冰中教育与文化合作在蓬勃发展。两国学
生交往密切，北京外国语大学设有冰岛语专
业，济南大学设有冰岛研究中心。2019年，冰
岛和中国签署了关于相互承认高等教育学历学
位的协议。冰岛驻华大使馆致力于通过多种方
式，如举办艺术展出、组织音乐和电影活动
等，在华推广冰岛和北欧文化。例如，2021年
冰岛驻华大使馆为庆祝冰岛语日举办了纪念活
动，出版了由中国旅客拍摄的冰岛摄影集。

共同促进北极地区发展也是我们合作的重
点。冰岛支持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
定期参加每年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的

“北极圈论坛”。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科学界可
以为北极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事实上，成功的北极科学合作是冰中合作
另一个值得强调的领域。双边关于北极合作的
框架协议为中国最大的极地考察船雪龙号访冰
提供了便利，也促进了中国—北欧北极研究中
心在上海成立。研究中心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建立了良好关系，促进了两国科学家间的合
作。我相信，在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领域，
冰岛和中国有很多机会促进国际北极科学合
作。位于冰岛凯尔赫的中冰联合极光观测台为
促进北极国际合作提供了绝佳平台，也必将进
一步增进两国科学合作。

最后，冰中贸易关系不断增长。冰岛是第
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欧国家，也是
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欧洲国
家。现在，中国是冰岛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
伴。未来，冰岛寻求继续发展对华贸易，并通过
创新和产品营销促进新的贸易发展。

新的一年，冰中双边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我们有责任努力使两国关系的下一个50年变得
更加美好。

（作者为冰岛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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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我能成为第 100 位接受你
们专访的驻华大使！”2021 年 12 月 16
日，冰岛驻华大使在接受“我在中国当
大使”栏目组采访时难掩兴奋。

两年多来，100位驻华大使通过“我
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的镜头，生动讲
述在华故事，展示丰富多彩、生动立体
的中国形象。

100位驻华大使见证中国发展。来
自世界各地的驻华大使们是中国故事
的“最前排观众”，他们亲历了中国发
展的一个个历史瞬间。巴勒斯坦驻华
大使法里兹·马赫达维早在1986年就曾
来华，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奇迹的发生，他说“中国奇迹是中国共
产党决心、耐力、勤奋的结果，绝不是
靠外人的恩赐或好运”。毛里求斯驻华
大使王纯万曾到访贵州，他看到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带领当地人民在大
山深处修起公路和高铁，“长达万里的
铁路和高速公路，相当于毛里求斯到
欧洲的距离”。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
丁·查尔斯深深感动于福建宁德发生的
历史性变化，“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
进，总会在隧道尽头看到光芒”。

100位驻华大使讲述中国情结。受
访驻华大使结合在华所见所闻，多角
度分享个人所思所感，既有高度又不
乏温度。他们之中有人是中华文化的
拥趸，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以一句字
正腔圆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开场，讲述他把 《论语》
名句作为座右铭背后的故事；有人成
为中国制造的“粉丝”，阿根廷驻华大
使牛望道是中国科技产品的“粉丝”，
采访中他特意向栏目组镜头亮出佩戴
的华为智能手表；有人是中华美食的

“代言人”，埃及驻华大使巴德里虽是
第一次来到中国，但他依然对儿时一
道中餐记忆犹新、念念不忘，试图在中
国寻找儿时的味道。

100位驻华大使共话中外友谊。栏
目组与百位驻华大使的对话，仿佛搭建
了一座座桥梁，连通民心，传递情谊。

热爱音乐的叙利亚驻华大使伊马德·穆斯塔法来华后爱上了
京剧，他从中感受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喜爱中国
功夫的莫桑比克驻华大使玛丽亚·古斯塔瓦曾两度访问少林
寺，她认为武术中蕴含的刻苦和自律深深融入中国人的民族
性格。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非常享受在华生活，他是中国高
铁的忠实乘客，也是大熊猫的“粉丝”，他的微信里有各行各
业的中国好友，他表示：“受到中国人民欢迎的幸福感是难以
言表的，中国人有温暖、开放的心。”

在“我在中国当大使”的报道中，100位大使讲述了他们
看到的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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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北极圈，
被称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里
是世界上火山运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
是每年冬季观测北极光的最佳地点之
一，还是欧洲最大的冰川——瓦特纳冰
川所在地。这个神秘而美丽的国度是
无数游客心目中的旅行胜地。

如何尽览丰富多样的冰岛之美？
沿着1号公路环岛自驾是不错的选择。
途中，可以在冰岛西部观赏休眠的火
山、壮观的冰山、飞流的瀑布等。行至
冰岛北部，原生态自然景观在眼前铺
展开来。由于接近北极圈，夏至时分
还能欣赏动人心魄的极昼现象。

如果说1号公路环岛之旅是行走冰
岛的经典路线，与动物为伴的生态游
则是深入了解冰岛的“最佳打卡方
式”。在人类踏足冰岛前，这片火山地

区几乎没有陆地动物存在，唯一的例
外就是北极狐。这种小型哺乳动物周
身包裹着厚厚的皮毛，可以在最后一
个冰河时期结束前穿越冰封的海洋，
抵达冰岛安家，成为这里唯一的原生
陆地哺乳动物。直到后来有人类踏上
冰岛，兔子、羊、马、鹿等哺乳动物才走
进了冰岛的生态系统。比如冰岛马，
它们在 1000 多年前从挪威跟随冰岛第
一批定居者来到冰岛并繁衍生存下
来。成年冰岛马体型矮小，会被人误
会为小马驹，但实际上冰岛马步伐稳
健，善于行走在崎岖地带，哪怕是初
学者也可驾驭，骑着冰岛马旅游已成
为当地颇受欢迎的旅游项目。

冰岛沿岸广阔洁净的海域也蕴藏
着多样的生态旅游资源，因为那里是
海洋生物的家园。每年夏季，海豹和鲸

鱼等大型海洋哺乳动物都会来到冰岛
周边海域觅食。每年 4 月至 9 月，冰岛
海域会有20余种鲸鱼现身，其中包括
极为罕见的蓝鲸。冰岛有许多海滨小
镇都可以提供一日观鲸团旅游服务。

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在冰岛之行
中规划深度游与主题游，领略冰岛文化
魅力。比如，走进首都雷克雅未克，在
市中心的咖啡馆小憩，欣赏布满俏皮
壁画的街头艺术，到诺特霍斯维克地热
海滩晒太阳……雷克雅未克是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命名的“文学之都”，游客
可以在深度游中融入这片充满文化艺
术气息的地区。此外，冰岛还是《木星
上行》《遗落战境》《星球大战》《权力
的游戏》 等影视作品的取景地，游客
可以打卡电影场景。

（海外网 吴正丹整理）

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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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游神秘的“冷酷仙境”

冰岛居民骑马蹚过溪流。
冰岛驻华大使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