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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中非携手 共创未来
———聚焦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就像在家一样，
展馆成为我们的主场”

6月 29日， 本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主展
馆———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内，人潮涌动。

“就像在家一样，展馆成为了我们的主场。”坦
桑尼亚展商斯蒂芬说，这次参展，宾至如归，坦桑
尼亚国家展馆设计几乎全面展示了坦桑尼亚国家
特色，这让它成为展会上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

“53个非洲国家展馆在一个展会同时亮
相，在全国是首次。 ”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
长王峰介绍，“契合非洲” 是展览的主题特色之
一，如何让各国展馆充分展示其特色，设计团队
以各国国旗、国徽为主色调，并将自然资源、特
色产品、民俗文化等元素融入场景，搭建集实物
展示、多媒体展示于一体的展馆。

走进乌干达国家展馆，17颗“大树”流星灯
连成一片“丛林”，顶部用乌干达国旗主色调红、
黄色为装饰，仿佛置身于热带草原。

组委会展览展示部工作人员欧阳思丹介
绍，今年3月，设计团队通过乌方提供的素材着

手设计方案。 期间，乌方提出把维多利亚湖、国
鸟冠羽鹤元素融入展厅布局。“观众看到的每一
张图片、每一段文字、每件实物的呈现，都经过
精心设计和审定， 是与乌干达驻华使馆反复研
究商量得出的最佳方案。 ”她说。

“拓展湖南乃至中国市场的开始”
“本届博览会展览展示突出中非合作，聚焦

经贸发展，展区设置合理全面。”王峰介绍，中非
经贸合作成果展区、非洲国家展区、案例方案展
区、中国省区市展区、企业展区五大板块和网上
中非经贸博览会，体现了中国与非洲、成果与商
品、央企与民企、历史与未来、外经与外贸、地方
与中央的高度统一。

“这是一次成功的展示。 ”坦桑尼亚展商斯
蒂芬开心地拿出一个本子， 上面记录了连日来
他的收获：腰果、椰子、海产品、芝麻等9个意向
订单金额达百万美金。

“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棒的展览之一，是我们
拓展湖南乃至中国市场的开始。”乌干达最大玫
瑰花出口商玫瑰芽公司负责人查拉瓦告诉记
者，这次博览会为其搭建了一个高效的平台，与
湖南步步高集团已签约一笔不小的订单。

憧憬未来， 各展馆展商纷纷给出了一个简
单的答案：“两年后，我们还要来！ ”

“足不出馆游非洲”
展馆内，加纳手鼓舞刚结束，安哥拉的舞者

又开始扭动身姿，观众也置身其间，一起跳起欢
快的舞蹈，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非洲辣椒辣吗”“戴这顶帽子好看吗”“这
件工艺品买回去摆到书房” ……观众期待了解
非洲文化，消费的欲望被点燃。

“躺”在马拉维的马拉维湖畔，拍张照片；站
在肯尼亚展馆的展板前，与野生动物合影。在科
特迪瓦国家展馆前，“咖啡形象大使” 玛杜苏兴
奋地与中国观众们一一合影， 脸上洋溢着灿烂
的微笑。

“布展精致，展品多样，足不出馆就让我们
饱览了非洲风光。 ”不少观众深表同感。 行走在
展馆内，犹如身临其境在非洲穿行。

青岛市民张松慕名前来， 他在阿尔及利亚
展馆的中阿外交史展板前久久徘徊。“这些毛主
席的照片非常珍贵， 主办方的用心令人惊讶和
感动。 ”他说，这次观展不仅把他的思绪带回了
峥嵘岁月，更让他看到了中非合作的无限前景。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非洲，不仅有黄色的沙漠、绿色的草
原、火红的晚霞，还有一望无垠的印度洋
和大西洋，那一片海天交织的蓝色。

为期3天的中非经贸博览会中，也有
一抹蓝色，是身着蓝色上衣的志愿者。会
场、展馆、接待处……这群“蓝精灵”无处
不在，为博览会贡献出一股青春的力量。

找穿蓝衣服的，准没错
“小姑娘，你帮我问问，可不可以去

他们国家投资建厂？ ”
“可以帮我翻译吗？我想去楼上的中

国馆看看。 ”
……
从早上9时开馆， 到下午5时闭馆，张

聪聪一直没有“歇气”，来自中南大学的她
学的是英语专业，在肯尼亚馆当展馆志愿
者，接待、介绍产品、联系合作、翻译……
一个人全包了。

不论是各国客商、非洲参展代表，还
是观展的市民，都达成了同一个共识：有
问题，找穿蓝衣服的，准没错！

这群“蓝精灵”也不负众望，的确是
一支精锐的队伍。

为了让所有非洲参会代表团， 在湖
南能听到母语，感受到真正的宾至如归，
志愿者团队下了不少力气。

不光是英语沟通无障碍，650人的
志愿者团队中，还有100多名法语、葡萄
牙语和意大利语专业的志愿者。

因葡语需求缺口大， 湖南外国语职
业学院的老师张婉婉， 也主动报名当志
愿者，承担佛得角政要团接待工作。

年纪不大， 能力却超强的中南大学
学生杨沛然，跟随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
为其提供“贴身”翻译服务。

据了解， 本次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志
愿者，来自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中
南林业科技大学等12所高等院校和职业
学院，研究生学历以上的占50%，其中不
乏有大型国际会议实战经历的专业人
员。

“不要担心，我们会处理好的”
6月27日下午3时，科特迪瓦的舞蹈

艺术家Krimbo，赤脚跳舞时不小心踩到
尖锐物，脚趾上划开了一个小口子。

刚到中国的Krimbo还有些拘谨，自
己简单拿纸包了，默默地坐在角落。

但这没有逃过志愿者的眼睛。
来自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尹凯鹏立

刻上前，边用法语询问他的伤势，边让另
一位志愿者联系医疗队。

“不要担心，我们会处理好的。”尹凯

鹏试图让Krimbo放松下来，不停安抚着
他。

不到一分钟时间，医疗队紧急赶到，
尹凯鹏站在一旁， 为医生和Krimbo翻
译， 脚伤顺利处理完毕，Krimbo也终于
松了口气，露出了笑容。

思虑周全的尹凯鹏没有立刻离开，
他在科特迪瓦的展馆巡视一周， 并联系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工作人员， 清扫场
地，将安全隐患排除。

尹凯鹏说， 志愿者要面对的突发状
况很多，这不仅需要经验积累，前期的培
训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谭洁是湖南省贸促会国际联络部调
研员，承担本次志愿者的选拔、培训和后
期管理工作，她告诉记者，从5月份开始，
志愿者们便分批开始接受培训， 了解关
于非洲的知识、学习礼宾礼仪、处理突发
事件、锻炼团队协作能力。

为了应付连续3天的站立工作，湖南
外国语职业学院的老师， 甚至还提前两
个月，给志愿者进行了体能训练，确保志
愿者在博览会期间， 展现出饱满的精神
状态。

“这是开在长沙的盛会，
我想贡献一份力量”

“我又可以上岗了。 ”6月27日晚，杜
静雅给谭洁发来微信。

中非经贸博览会前几天， 杜静雅发
烧严重，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只得从志愿
者岗位上退下来，感冒初愈，又立刻请求
回到岗位。

杜静雅说：“这是开在长沙的盛会，
我想贡献一份力量。 ”

几乎所有的志愿者， 都和杜静雅抱
有同样的想法。

不少接待外宾的志愿者， 在机场等
候到凌晨，早晨6点又得匆匆起床赶往展
馆；

为了让学生全力做好志愿者工作，
好几所高校主动帮学生调整上课或考试
时间；

湖南师范大学的刘峻茂、 李雅琪等
同学， 为了完成乌干达总统团志愿者工
作，申请推迟了研究生论文答辩时间。

中南林科大国际学院大四学生刘梓
聪已经找到工作，顺利入职，却依然不愿
错过中非经贸博览会，愿意放弃奖金，跟
老板请假，坚守在志愿者岗位上。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彭小浪， 是志
愿者中较小的一位， 今年才大二，3天志
愿者工作忙下来，她告诉记者，自己累并
快乐着。

“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能参与其
中，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彭小浪说。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6月28日，清晨6时，闹钟一响，李洋翻身起
床，开始了一连串的准备：熨烫正装、整理发型，
边吃早餐， 边将讲解稿回顾几遍……开馆前1
小时，他便到达了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展览馆。

9时30分，李洋戴上“小蜜蜂”，用纯正的法
语， 带领喀麦隆经济部部长一行游览非洲各国
展馆，讲述中非合作故事，介绍中国各省发展情
况。 专业的讲解得到喀麦隆朋友的赞许。

李洋告诉记者，这场讲解原本有1个小时。 但

他发现，喀麦隆经济部部长年事已高，因此，他临
时在脑海中精简了讲稿，并在讲解过程中穿插休
息时间，时刻关注和询问部长的身体状况。

如此灵活的个性化讲解服务， 让记者误以
为他是一名职业讲解员。

实际上， 李洋是湖南雅瑞思翻译公司的一
名资深法语口译人才，但此前鲜有讲解经验。为
此，他参加讲解培训、锻炼说话技巧、背记讲解
稿，足足花了半个月时间。

“讲解稿就有18页， 需要领会背记； 除此
之外， 我还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李洋说， 非

洲各国历史、 地理、 人文和经济发展， 接待的
领导人情况， 中非合作渊源， 中非经贸博览会
背景……李洋几乎把能想到的问题， 全部装进
了脑子里。

这些准备都派上了用场。 多哥想在中国寻
求合作机会，李洋反应迅速，结合多哥矿产资源
丰富的优势， 将参会团带到中国的矿产公司相
关展位前，果然切中了其需求。

据了解，本次中非经贸博览会，共有19名
专业翻译讲解员，均为资深的英语、法语口译人
才。记者看到，在休息室，这些讲解员仍未松懈，
不断根据现场情况调整讲解词， 保持着随时待
命的状态。

“长沙第一次举办这么高规格的国际博览
会，我们要用自己的外语能力，表现出专业的精
神。 ” 长沙“伢子”李洋笑着说，“为非洲朋友做
专业讲解，累并快乐着。 ”

� � � �作为本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关键一环，展览展示新颖独特，不仅展示成果，而
且憧憬未来。 展馆布局开放大气，展位设计充满浓浓的非洲风情———

契合非洲，连接你我 博览会上的“蓝精灵”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志愿者素描

“为非洲朋友做专业讲解，
累并快乐着”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这里请！ ”
“稍等，我马上转达您的需求！ ”
6月28日，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非洲国

家经贸洽谈会开始前，埃及代表团一位“成员”
引人注目，“飚” 中文、打手势，收放自如，看上
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南通”。

“他的中文名叫默默，我们团的‘翻译官’，

来自也门。 ”同行的一位长沙志愿者说。
默默皮肤黑里透亮，鼻梁高挺，发髻悬后，

一米八的个子，是个标准帅哥。
他在会场来回穿梭“捎话”，中文、英语、阿

拉伯语，自由切换。 好多与会客人急于将“心里
话”传达给新朋友，争相拽着他不肯放手。

默默应接不暇，始终笑容满面。
“翻译官”默默，目前的身份是湖南大学工

商管理专业博士生， 受邀为中非经贸博览会埃

及代表团“友情服务”。
默默做事认真， 短短3天， 已能说出埃

及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的基本情况， 并与中方
工作人员打成一片， 甚至还会开中国式的玩
笑。

1988年8月出生的他， 自认为运气一直不
错。 从攻读硕士到博士，他在长沙学习生活了9
年，感受着这座城市拔节生长的气息。他在长沙
找到了牵肠挂肚的爱情。不过，他没有向记者透
露更多的浪漫细节。

“改天，我们一起喝咖啡畅聊！”默默抛出了
邀请。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带来的展品不多，注意销售节奏。 ”
“这火爆的情形，节奏还怎么注意得了？”
6月28日，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开展第二

天，展馆刚一开放，在南非国家展位设摊的“对
象” 冰淇淋负责人娄峻皓和同事就有些搞手脚
不赢。因前来品尝“对象”冰淇淋的观众众多，他
提醒同事注意控制销量， 却没料到被同事不客

气地“怼”了回来。
上午10时50分， 娄峻皓发了一条朋友圈：

“今日开展1小时，160份南非国宝冰淇淋被
‘抢’到只剩下19份。 限购不管用了，直接停售，
好几份还没来得及收钱的， 就当是送给观众们
了吧！ ”

娄峻皓展示和销售的“对象”冰淇淋，是南
非“国宝级”冰淇淋。记者品尝“对象”冰淇淋，只
觉口感甜而不腻、凉而不冰，食后回味无穷。

娄峻皓说，这不是他第一次来长沙。这次有
3天参展时间，加之“对象”冰淇淋爆满的客流
量， 他得以有机会第一次深度体验长沙这座城
市的人文和细节，“这里的人总是在不经意间展
现出热情、直爽，没有任何修饰和矫揉造作；这
里的生活喧闹有秩序， 人们性格火辣却又彬彬
有礼。 ”

在展会现场， 娄峻皓看到买到冰淇淋的观
众会热情大方地分享给没有买到的观众。 尝到
冰淇淋的好味道， 也丝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长沙， 真是一座充满烟火气与爱的城市！” 娄峻
皓感叹。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6月27日下午，湖南高桥大市场，摩洛哥王
国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布拉希姆参观剪纸、女

书、年画等湖南非遗项目。
精巧的构思、 细腻的线条、 行云流水的汉

字，有“中华一刀剪”之称的民间艺人洪源的剪
纸，引得布拉希姆驻足。

洪源来回挥动剪刀，快速旋转纸张，短短数
秒钟，“中国”二字就呈现在布拉希姆面前。

“很神奇！”布拉希姆拉开剪纸，低头看了数
秒，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随后他把剪纸折叠起
来，收进左胸前口袋。 布拉希姆拍了拍胸口，一
语双关地笑着说：“Put� in� my� heart� !”（“把它
放在我的心头”）

花絮

南非“国宝”冰淇淋魅力十足

默默，忙不赢的“翻译官”

“把它放在我的心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通讯员 王勇

位于非洲西部的利比里亚， 粮食长
期不能自给。 2005年，我国派遣5名隆平
高科专家赴利比里亚推广杂交水稻技
术，给当地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如今,不少杂交水稻的种植农户已
实现自给自足。”6月29日，首届中非经贸
博览会最后一天， 利比里亚农业部部长
莫甘娜·弗洛莫率队来到早已熟知的隆
平高科，他告诉记者，水稻是利比里亚的
主要粮食作物，通过种植推广杂交水稻，
国内粮食产量有了明显提升。

整装下车、 握手寒暄， 一路有说有
笑……莫甘娜·弗洛莫和隆平高科负责
接待的副总裁陈志新俨然多年老友。

利比里亚是隆平高科援非事业的起
点。

陈志新回忆，在援非第一年，几位专
家经调研后发现， 彼时非洲种业整体科
研水平不高，种植的水稻全是常规稻，加
之农户不知道如何通过精细管理提高作

物产量， 粮食单位产量远低于全球平均
水平。

项目开展第2年，利比里亚总统瑟利
夫得知， 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产量比当
地品种高出3倍。 为了推广中国的“魔
稻”， 瑟利夫将自己官邸前的5亩花园改
种杂交水稻，并专门砌起水渠和拦水闸，
以满足植物生长需要。

翻地、整厢、播种、移苗、打枝、施
肥……10多年来，隆平高科的援非专家
们一遍遍向当地农户传授杂交水稻种植
技术，同时将大批农技人员带回来培训，
帮助他们认识“魔稻”、种植“魔稻”。

“目前在利比里亚，杂交水稻每公顷
产量已超过6吨， 当地一个农户耕种1亩
田就能养活自己。 ”陈志新说，杂交水稻
技术在利比里亚的应用已获成功。

“感谢中国政府和隆平高科的帮助，
这些年， 我们亲眼见证了杂交水稻提高
粮食产量的威力。”莫甘娜·弗洛莫说，利
比里亚希望继续加强和隆平高科的合
作，让杂交水稻得到进一步推广。

利比里亚有“魔稻”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今天落下帷幕，与
非洲有着近20年“缘分”的三一集团，博
览会期间收获满满。

在中非双边贸易促进会上， 来自尼
日利亚的李氏集团一次性购买了三一品
牌的汽车起重机、平地机、挖掘机、压路
机等设备共89台， 合同金额高达千万美
元。 这批设备将服务当地有影响力的基
建项目。

在中非民营经济合作论坛上， 三一
重工与中非发展基金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双方将共同成立非洲业务投资平台，
开展投资、生产制造、产品营销、属地金

融、设备租赁等业务。三一重工还与中国
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伊洛夫集
团签署了几内亚铝矾土矿开发、 物流一
体化项目合作协议， 该项目将成为几内
亚最大的铝矾土矿项目，年产量达2000
至3000万吨。 三一集团还与肯尼亚代理
商雷姆巴斯建筑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
议 ， 双方拟共同完成肯尼亚住建部
35000套经适房开发， 总投资额约10亿
美元。

三一国际总部总监周万春表示，三
一集团计划将在南非、阿尔及利亚、尼日
利亚等国建设组装厂， 提升当地工业水
平。

三一集团签单合作收获满满

经贸博览
见证友谊

6月27日，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 观众与纳米
比亚参展商合影留念。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