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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叙友谊深，历历在心头
时 延 春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非常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在
我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期间，我有幸八次见到他。

兴党地区领导和民族领导成员，并被任命为副总理
兼外长。1984 年，他被任命为副总统，到 2004 年，

他热情赞扬叙中友谊，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成

已连续担任副总统 20 年之久。

就，一再表示愿为推动叙中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
展做出努力。中国领导人也非常重视与叙利亚发展

哈达姆副总统及夫人那次访华，我与夫人奚惠
芳全程陪同。我第一次见到哈达姆是 1971 年，我

友好合作关系。2000 年 10 月，江泽民主席致信巴

正在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哈达姆作为副总理兼外

沙尔总统，强调中国愿进一步巩固同叙利亚的友好
合作关系，并向他发出了访华邀请。巴沙尔总统对
此表示感谢并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2004 年 6 月下旬，
巴沙尔总统携夫人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首
次访华，也是叙利亚首位总统访华，因此被称为历
史性访问。
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期
间，中叙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一直在持续、健康、全
面、稳定地发展。此间，两国高层互访频繁。除胡
锦涛副主席访问叙利亚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
提，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汝岱，外交部长唐家璇，高
级军事代表团数十位将军，文联、作家代表团等相
继访叙。与此同时，叙利亚第二号人物、复兴党民
族领导副总书记阿赫马尔，第一副总统哈达姆，副
总统、全国进步阵线副主席莫沙拉克，纳吉副总理，
侯赛因副总统，穆萨里副议长，图尔库曼尼总参谋
长，多名部长，哈达姆副外长以及高级军事代表团
等相继访华。其他各层次代表团互访更多。所有这
些互访，有力地促进了两国、两党、两军、两国人
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2001 年 5 月 13～17 日，叙利亚第一副总统哈
达姆及夫人应胡锦涛副主席及夫人刘永清的邀请
访华，这是他第七次访华。哈达姆是叙利亚资深政
治家。1963 年复兴党在叙利亚执政后，年仅 29 岁
的哈达姆出任哈马省长，后又调任大马士革省长，
复兴党大马士革党部书记，供应部长和经济、外贸
部长等职。1970 年 11 月阿萨德执政后，他出任复

长访问也门，我在也门外长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
见过他。1991 年夏，李鹏总理访问叙利亚时我再次
见到他。我出任中国驻叙大使后，与他见面的机会
就更多了。为筹备他访华，我曾多次到他办公室见
他。我夫人与他夫人是好朋友，在大马士革经常会
晤、聚餐。此次在中国见面，大家分外高兴。
5 月 13 日下午，哈达姆副总统乘坐的专机抵达
北京机场，我与夫人前往迎接。5 月 14 日，胡锦涛
副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主持仪式，欢
迎哈达姆副总统。欢迎仪式结束后，胡锦涛与哈达
姆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14 日，曾经访问过叙利
亚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
哈达姆。同一天，哈达姆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发表
了演讲。5 月 15 日，江泽民主席和李鹏委员长分别
会见了哈达姆副总统。
在这些会谈和会见中，中国领导人对哈达姆再
次访华表示欢迎，强调指出，中叙两国和两国人民
之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中叙关系持续健康发
展，经受住了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进入新
世纪，中叙关系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这是两国
领导人长期关心推动和两国政府、人民共同培育的
结果。中国十分珍视中叙友谊，并愿与叙利亚一道，
加强合作，不懈努力，在新世纪把中叙友好合作关
系推向更高的水平。
哈达姆感谢中方的盛情邀请和热情接待。他
说，巴沙尔总统和叙利亚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中国
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对叙中两国关系的顺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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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感到满意。他强调指出，叙利亚高度评价中国在
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愿进一步加

由副总统出席。2000 年沙特驻叙利亚大使举行国庆
招待会，正值沙特一位亲王率重要代表团访叙，我

强同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

在招待会上见到了哈达姆副总统。那天上午，叙利

双方就国际形势尤其就中东局势交换了看法。
中国领导人重申了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一贯立场，

亚外交部礼宾司通知我馆，副总理穆罕默德•纳吉•
阿塔利将率数名部长出席我国庆招待会。阿塔利是

强调指出，早日解决中东问题，实现该地区和平、

我熟悉的一位叙利亚领导人，我与他不仅有很好的

安定与繁荣是地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中国是阿
拉伯国家的真诚朋友，始终支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

工作关系，也有非常密切的个人关系。2000 年 3 月
他出任副总理后，我去拜会他，向他表示祝贺，他

的合法权利，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叙
利亚收复戈兰高地的正当要求。中国将一如既往地

提出了访华要求。同年 10 月，他率四名部长访华，
历时近 10 天。他回大马士革后对我说，中国是一

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实现中东问题的早日解决

个伟大国家，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堪称人间奇

做出努力。哈达姆介绍了中东局势的发展情况及叙
利亚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看法，表示叙利亚坚持通过

迹。为进一步发展叙中友好合作关系做出努力，我
任驻叙大使期间经常拜访他，他对我说，他热爱中

和谈解决争端的战略选择，希望在联合国有关中东

国，如有可能，他愿担任叙中友协会长。我对他出

问题的决议基础上实现中东地区全面、公正的和
平。他一再表示，叙利亚赞赏和感谢中国一贯支持
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希望中国在解决中东问题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哈达姆和夫人还访问了南京和深圳，我与夫人
陪同访问。哈达姆为深圳的迅速崛起及在短时间里
取得的辉煌成就赞叹不已。他称赞邓小平的这一决
策极为英明，不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讲，均
堪称天才之举。我有同感，曾写有一诗：
天才之举建深圳，
百花争艳万象新。
光辉业绩照千秋，
创业精神传后人。
2001 年 8 月 1 日是中叙建交 45 周年纪念日，
当晚我在官邸举行宴会，叙利亚复兴党地区领导副
书记苏莱曼•卡达哈应邀出席。他是叙利亚的重要人
物，与总理地位相当。阿萨德总统执政期间，重视
发展对华关系，任命卡达哈为叙利亚——中国友好
协会会长。卡达哈便以这一身份出席宴会，他带来
的人地位都很高，其中部长级和副总理级人物就有
多名。宴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我与卡达哈
发表了热情友好的讲话，双方共赞友谊，都祝愿两
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2001 年 9 月 30 日，我与夫人在大马士革贵族
宫举行国庆招待会，叙方出席人员规格之高、高官
之多轰动了驻大马士革外交使团。一般情况下，叙
方只派部长出席外国驻叙利亚使节举行的国庆招
待会，少数情况派副总理级人员出席，个别情况下

席招待会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对我说，他很少出席
外国驻叙利亚使节举行的招待会，但中国大使举行
的国庆招待会他一定要出席。在一片掌声中，我与
他共切节日蛋糕。来宾们纷纷对我说，阿塔利是一
位重要人物，他的出席说明叙利亚对叙中关系的重
视。2003 年 3 月 5 日，阿塔利当选为叙利亚议长。
2003 年 9 月 10 日，他又被任命为总理。
当我与阿塔利副总理进行交谈时，叙利亚外交
部礼宾司长走过来对我说，阿赫马尔副总书记与夫
人已来到门口。我听到这一消息感到惊喜，立即前
往迎接。我们见面互相拥抱，亲吻面颊，我对他表
示欢迎和感谢。阿赫马尔是叙利亚的一位资深政治
家，早年投入政治活动，地位显赫。复兴党是叙利
亚执政党，哈菲兹•阿萨德执政时，自任复兴党民族
领导总书记，阿赫马尔为副总书记。巴沙尔•阿萨德
任总统后，继任民族领导总书记，阿赫马尔继续担
任副总书记。长期以来，阿赫马尔一直是叙利亚第
二号人物。1986 年，叙利亚复兴党与中国共产党建
立关系并签署“两党合作协定书”
。此后，两党高
层互访频繁。中共中央政治局历任常委乔石、尉健
行、吴官正等，曾先后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叙。
复兴党也派出多个高级代表团访华。
2001 年 4 月，阿赫马尔第四次访华。我任驻叙
大使任内，与阿赫马尔建立了密切关系，我夫人与
阿赫马尔夫人互称姐妹，过从甚密。阿赫马尔出席
我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叙方事先未打招呼。据阿赫
马尔的随行人员称，他是从外地特意赶来参加这个
招待会的。那天晚上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10 名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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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参政党总书记。叙利亚朋友和一些驻叙使节告
诉我，这是多年来叙方出席外国使节举办国庆招待

亚工作给予的高度评价，更是对我们两国之间不断
发展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充分肯定。
”不少叙利亚领

会规格最高的一次。

导人和朋友告诉我，尽管我任期较短，不到授勋的

我在叙工作期间，中叙两国在政治上互相支
持，在国际事务中互相协调和合作。两国经贸关系

年限，但考虑到叙中两国之间的牢固友谊和我为促
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巴沙尔总

稳步发展，在新闻、文化、教育、通讯等领域的合

统决定破例为我授勋。6 月底，我结束在叙利亚的

作也在深入发展。
在我离任前夕，巴沙尔总统授予我“特等荣誉

任职，回到北京，被任命为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2004 年 6 月 23 日，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再次见

勋章”
。2002 年 6 月 22 日，苏莱曼•哈达德副外长
为我举行午宴饯行，并代表巴沙尔总统为我授勋。

到了访华的巴沙尔总统，向他赠送了我主编的五卷
册《阿拉伯小说选集》
，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他在讲话中高度评价叙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我

在我的意念中，我认为对外交人员来说，为祖

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我在讲话中
说：“在这令人难忘的时刻，我荣幸地接受巴沙尔

国的最高利益服务是外交官的神圣天职，为祖国和
个人赢得荣誉是外交官的莫大欣慰。这是我第三次

总统阁下授予的勋章。这一荣誉不仅是对我在叙利

接受外国元首授勋，是我外交生涯中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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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的二三事
刘 宝 莱
人们提起科威特埃米尔贾比尔·艾哈迈德·萨
巴赫殿下，往往想到他那一双智慧的大眼睛和修整
得似锚一样的胡须。他生于 1928 年，是科第十任
埃米尔艾哈迈德之子。上世纪 80 年代，这位风云
人物曾经历了两次海湾战争，一是两伊战争，因科
系伊拉克和伊朗的邻国，战争给科带来了不少损
失，尤其是外贸出口大大下降；二是海湾危机，伊
拉克侵占了科威特，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和灾难。
1991 年复国后，他励精图治，纵横捭阖，举措得当，
积极医治战争创伤，使科在不长的时间里旧貌换新
颜。科独立后，他历任财政大臣、工业大臣、首相
等职。1966 年被指定为王储。1977 年 12 月 31 日
即位，成为第 13 任埃米尔。他年轻时，英俊潇洒，
勤奋求索，严于律已，事必躬亲。经常自己驾车外
出，如违反交通规则，主动要求警察照章处理。他
思想开明，主张同我国尽快建交，于 1965 年以财
政大臣身份访华，一时被誉为“红色亲王”。回国
后，他积极促成了科于 1971 年 3 月 22 日同我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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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我对这位外柔内刚、年近八旬、执政近 30 年
的埃米尔的认识 ，始于我在 驻科使馆工作 期间
（1985～1989 年）
。现回忆起来依然印象深刻。1985
年 5 月 23 日晚上 9 点，我同夫人袁绍云乘巴基斯
坦航班由卡拉奇抵科。当时，机场戒备森严，旅客
一律排队办理入境手续。去接我们的是时任三秘、
现任驻伊拉克大使的杨洪林夫妇，他们被拦在候机
室外大厅等候。待办完手续，见到杨夫妇，已是 10
点半了。小杨告诉我，近来科局势紧张，已连续发
生多起爆炸事件，故机场海关对旅客检查甚严。翌
日是星期五（科星期天），我去见杨福昌大使，他
说，当前科局势严峻，人们去公共场所少了，外事
活动也相对减少。他让我再休息一天，安排一下内
务。第二天（25 日）上午，我正同住在官邸的刘松
启师傅拉家常。突然，电话铃响了。小杨从使馆来
电话说，科出大事了，要我快去使馆。抵馆后，杨
大使、周鑫山政务参赞均在等我。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