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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纪行：
新印象，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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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9月18日到10月17日，我

和我的同事包毅博士有机会

访问了阿塞拜疆。这次访问

的缘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列国志项目

《阿塞拜疆》一书的撰写，需要搜集补

充最新权威资料，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所所长孙壮志先生特意指派我和包毅博

士作为作者代表前往阿塞拜疆完成这

项任务。这是我第四次到阿塞拜疆出

差，阿塞拜疆算是我访问次数最多的国

家了。如果说印象，只有第一次和这一

次访问才算得上深入调研并留下深刻印

象。2013年第一次访问是三个月时间，

这次调研是一个月时间。其他两次都是

短差，缺少近距离观察所以没有留下深

刻印象。

2013年的阿塞拜疆之行，我应邀写

了一篇文章发给巴库的《遗产》杂志。

这次拜访该刊总编辑先生时，我有幸在

刊物网站再次读到我当时写的那篇文章

《阿塞拜疆——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国

家》。的确，正如当时文章所写的一

样，阿塞拜疆这个美丽而神奇的国家，

值得每一个游客流连忘返，仔细品味。

当我结束这次调研回到北京，并有幸再

次接到《遗产》杂志邀请撰写文章时，

我欣然同意并打算直抒胸臆，向读者朋

友讲一讲我对阿塞拜疆此访之后的一点

点新观感和新印象。

阿塞拜疆的人民生活风尚与时俱进
这次阿塞拜疆之行，给我留下的第一

印象是阿塞拜疆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极大

提高，政府部门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自

信。这种变化十分明显，首先令我这位

外国人眼中的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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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感到震动和欣喜。这从乌鲁木齐

飞巴库的航班已经开始得到体验。

我记得前几次去巴库乘坐的国际航

班，在飞机起飞不久，空乘人员会给每

一个外籍乘客发放登记卡，需要乘客详

细填写有关个人信息，以便在进巴库海

关时提供这些信息。这次则完全不同，

不仅免去了这道程序，而且在出机场时

有一种国内出差的感觉：当航班抵达盖

达尔阿利耶夫国际机场后，我们所有外

国乘客几乎都以最快的速度取上行李箱

后，很简单地进行护照检查便通过了阿

塞拜疆海关。无论是持普通公务护照的

我们，还是那些持私人护照的乘客，一

律如此。

有了这个第一印象，我在之后的行程

中开始留意阿塞拜疆其他政府部门的工

作效率。通过观察，我发现和过去比，

阿塞拜疆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工

作透明度的确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完

全颠覆了我过去的印象。我们在到达宾

馆的第二天前往移民局登记时，发现与

过去不一样的地方是，现在的办事大厅

完全是敞开式，办事员只经过简单询问

便从电脑上给我们打出了登记卡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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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移民局办公大楼，到办好手续出来前

后不到10分钟，也没有花费一分钱。据

阿塞拜疆朋友介绍说，现在阿塞拜疆政

府部门对外办公都采取一站式服务，实

行公开办公，网络办公，极大地提高了

办事效率，也有效地预防了腐败现象的

发生。2018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

报告”表明，阿塞拜疆的国际营商环境

排名世界第25位，也确证了我的这一印

象。

给我留下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阿

塞拜疆的对外开放已经悄悄改变了民众

的观念，人民变得更加平和、视野更加

宽阔。实际上，从盖达尔.阿利耶夫老

总统执政时期开始，阿塞拜疆就一直在

搞对外开放，努力实现国家的走出去和

引进来，但是限于历史因素，其国际化

水平还是处于成长过程之中。记得2013

年我第一次访问阿塞拜疆时，当时还有

很多人见到我这个亚洲面孔的人会觉得

稀奇，而主动和我打招呼，这次在巴库

街头几乎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人们都

在忙碌自己的事情，很少对我投来特别

的关注目光。实际上，通过我的观察，

现代无论是巴库还是其他城市，阿塞拜

疆的外国游客已经明显增加，几乎在所

有景点，饭店都能遇到成群结队的外国

人。外国游客的增加，不仅仅是阿塞拜

疆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标志，而且也极

大地改变了阿塞拜疆人民对待外国人的

态度，他们已经见多不怪，完全学会了

平和、友好地与来自世界所有国家的人

民相处。

我们这次阿塞拜疆之行，带有明确

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访问了阿塞拜

疆数家学术机构，比如阿塞拜疆科学院

经济学研究所、阿塞拜疆国家历史博

物馆、阿塞拜疆国家图书馆和阿塞拜

疆外交大学等。在与这些机构的学者交

流中，我也强烈地感受到了阿塞拜疆学

者们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水平有了深刻变

化。记得我2013年第一次访问巴库，与

阿塞拜疆学者讨论“丝绸之路”和上海

合作组织的时候，他们大多数还只是停

留在轮廓性地了解层面。而这次在与他

们的交流中，深刻感受到这些学者对于

欧亚地区的国际事务研究极深，对于这

两个话题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并拥有他们

的独到见解。有的学者甚至对中阿文化

交流的古代历史也了如指掌。这一方面

表明了中国影响力在阿塞拜疆学界有质

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阿塞拜疆学界

的世界眼光随着时代发展已经与国际完

全接轨，这也是阿塞拜疆多年来实现开

放战略的结果。

在网络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

互联网，传统生活方式由此发生着巨大

改变。这次阿塞拜疆之行，该国与国际

同步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带来的便利

外国人眼中的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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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在国家图

书馆我们可以借助电脑和手机上网查阅

所有馆藏图书，而且巴库还有和北京一

样的类似滴滴打车、代驾、网购和快递

等一切业务。现在走在巴库街头，可以

看到年轻人几乎人手一步智能手机，他

们熟练地用手机和亲友进行视频聊天，

互联网已经成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令

人惊讶的是，巴库年轻人的手机里往往

有多种社交工具，很多人甚至已经有了

微信，说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十分

享受与不同国家的人们交流，其中包括

与中国人。需要说明的是，这次出访，

我们预定宾馆都是通过网络，不仅可以

货比三家，而且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得

到最优质服务。有意思的是，宾馆的老

板们似乎比国内更加在意我们对他们的

网络评价，帮忙拎行李，免费保管物

品，进出门热情迎送，处处彰显了这个

国家在网络时代的现代服务意识已经和

国际标准对标。这与2013年我第一次访

问阿塞拜疆的时候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阿塞拜疆的国家面貌更加美丽更加现代
这次阿塞拜疆之行给我留下更深刻印

象的是国家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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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变得更加美丽，更加现代化。因为

调研之需，我们这次深入走访了首都巴

库，还有第二大城市甘贾，南方城市连

科兰、阿斯特拉、纳希切万以及葛布斯

坦等地。其中巴库、甘贾和葛布斯坦都

是我多次到访。

巴库的变化是惊人的。无论是巴库湾

还是到整个阿布歇隆半岛，巴库的现代

化程度比2013年要提升许多。从国际机

场一出来就明显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机

场高速公路比过去拓宽并增加了车道，

变得更加平整，汽车完全可以按照120

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驰骋，同行的包毅博

士一开始还担心安全，听到司机自信的

回答她才放下心来。高速公路两边新建

了许多现代化的超高层建筑，还有数座

现代大型体育场，这是为2016年欧洲运

动会新建的比赛场馆。那一次运动会，

巴库成功地向世界人民展现了最现代、

最文明和最高水平的一次国际赛事水

平。

巴库市区新建、改建或扩建了一大

批城市道路，一些老旧的公园、休闲场

所和体育设施也得到了修缮，充满了现

代化气息。有一些我曾经非常熟悉的地

方，这次去发现变化很大，几乎认不出

来了。记得2013年的时候，巴库老百姓

最爱去的大商场是位于海滨公园的海滨

商场，是当时巴库最新最大的现代化商

厦，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乎有所大

品牌商品，而这次在远离市中心的甘吉

利科地铁站旁，发现那里新建了一座体

量巨大，十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甘吉

利科商城”，商城里人流如梭，这里售

卖的商品十分高档。人们在商厦内的星

巴克咖啡店里静静地享受着美好时光。

令人感到最震撼的是，短短6年时间

里，阿塞拜疆的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我们在去甘贾、连科兰、纳

西切万的路上，一路走来，发现阿塞拜疆

的高速公路最近几年已经连成网络，不仅

四通八达，而且道路质量十分优良。2013

年我去甘贾、葛布斯坦和苏姆盖特时走过

的高速公路，都得到了扩建和改建，道路

更加宽阔，设施更加精良，往来汽车飞驰

在这些路网上，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十分巨

大，仿佛在预告阿塞拜疆高速发展的美好

经济社会前景。

对我而言，阿塞拜疆既熟悉，又新

鲜。熟悉在于我曾经数次访问这个国

家，也到过许多城市和乡村。新鲜在

于，阿塞拜疆的变化以及我们新去地方

带来的新感受和新心理冲击。在我过去

的印象中，阿塞拜疆国家不大，无论山

川、河流、气候，乃至人文环境，应该

都大同小异。但是这次的连科兰和纳西

切万之行，改变了我的这种看法，今后

对一个国家的认识，不可凭一时一地之

印象，必须在更加深入全面了解之后，

才敢说自己有所了解。

连科兰位于阿塞拜疆南方的里海之

滨，这个城市不大，风景美丽。连科

外国人眼中的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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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有自己的大学、剧院、博物馆以及各

种文化设施，人文底蕴十分深厚。我们

在连科兰遇到两件“奇事”使我对阿

塞拜疆人民有了更加美好的印象，这两

件事的主人我至今不知道姓名，因为都

属于“路遇”。一件事是当地一家剧院

院长邀请我们免费观看当晚的舞台剧《

一千零一夜》，仅仅因为我们买票的时

候提出的需求是看一场芭蕾舞，而当晚

只有舞台剧《一千零一夜》上演，院长

在一旁听见后大约觉得不能令我们失望

而归，于是提出免费请我们看这台舞台

剧。另一件事是去火车站的路上遇到一

位大娘，我们问路时，当她得知离火车

开行还剩几个小时，于是邀请我们去她

家做客，她端出了她家的所有最美味的

食物招待了我们，还和我们讲述了她一

生的故事。

我们过去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人

民，总会觉得有一层隔膜在阻隔着我们

的交往，经过这些点滴故事，我更加坚

定了一个信念，这个世界其实是可以不

分宗教信仰的，人们仅仅凭着善良天性

和友谊需要，就能突破一切年龄的、语

言的、种族的和宗教的隔阂，使人们之

间通过交流，用一个个友谊的美丽音符

最终汇聚成人类文明的伟大协奏曲。

纳西切万的美丽是另外一种类型。他

向我们展现了阿塞拜疆丰富多彩的自然

和人文历史景观的另一面。这个城市是

2020 年 冬季刊 总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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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总统盖达尔.阿利耶夫的故乡，风光

旖旎，重视教育，文化底蕴深厚。尽管

这块土地属于阿塞拜疆的飞地，需要乘

坐航班从巴库绕经伊朗领空才能达到，

但是其发达的基础设施给我留下了深刻

印象。一旦达到纳西切万，则可以通过

四通八达的精良的公路网络抵达自治州

的任何城市和乡村。这里的城市现代化

水平非常高，尽管人口稀少，但是所有

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而且生活十分安

详。那些星星点点分布在各地的不同朝

代的王陵、要塞以及神奇的诺亚墓，一

个个具有古老历史的小城和村庄又似乎

都在诉说这块土地不平凡的过去和美好

未来。

写在文章最后
限于篇幅，我在这篇文章里只能讲

一讲这次阿塞拜疆之行的粗略观感和印

象。事实上，阿塞拜疆的历史和人文是

丰厚的，独立后尤其是近年来阿塞拜疆

在经济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伟大

的，我无法在一篇短文中概括其面貌，

这些内容，交由列国志《阿塞拜疆》一

书去表述。

让我尤其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是，近年

来中国与阿塞拜疆的国家关系无论从政

府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都出现了崭新的

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局面。仅仅从直观感

受上看，巴库街头随处可见的小米、联

想和华为专卖店，新增加的多家中国餐

馆，免签证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出现

在阿塞拜疆各大宾馆和景区，这些现象

都表明中阿关系的未来具有不可估量的

前景，我作为学者对此十分期待，也愿

意为中阿关系健康发展鼓而呼。

最后，需要感谢我的阿塞拜疆老朋

友拉沙德.卡里莫夫博士，我们这次的

阿塞拜疆之行，他十分关心我和包毅博

士，时常打来电话问寒问暖，招待我

们，还提供各种帮助，包括联系学术访

问单位等等，让我们在阿塞拜疆的学术

活动和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了乐趣和收

获。

外国人眼中的阿塞拜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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