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 9 月 12 日 ，

周文重在美国阿拉斯加州。

（均受访者供图）

荨周文重寄语： “努力

推进以协调、 合作、 稳定为

基调的中美关系。”

【人物档案】
周文重，1945 年出生于重庆， 幼年随父母迁居上海。

1968 年毕业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973 至 1975 年，在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

1970 年初，周文重开始外交生涯，先后在北京外交人
员服务局、外交部翻译室、美大司工作，是“一国两制”提法
的第一个翻译者。 历任中国驻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

澳大利亚、美国大使。 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博鳌
亚洲论坛秘书长。现任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博
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 著有《出使美国 2005-2010》

《斗而不破：中美博弈与世界再平衡》等。

换个方式再“外交”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 年年会闭

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 细心的人们

发现周文重的左半边脸面色赤红， 有

脱皮现象。 原来， 这是他接受电视台

采访时， 被强烈的灯光灼伤了。 但他

并不愿提及这些， 脸上更多的是鞍马

劳顿后的释然和轻松。

“别谈我， 多谈谈论坛”， 年过

古稀的周文重对自己的压力与操劳，

总是轻描淡写， 但当提及与论坛本身

相关的话题时 ， 他立刻变得兴奋起

来， 像父亲一样滔滔不绝地诉说着这

个 “孩子” 的成长。 尽管卸任了秘书

长一职， 总还能看到周文重奔波的身

影， “哪有退？ 我还会再做 6 年的论

坛咨询委员， 还想看它再长得强壮些

呢！” 言语中满是期盼。

近年来， 周文重还会不时往返美

国会会老朋友。

“去年参与了芝加哥大学主办的

2018 中美论坛 ， 以及素有中美经济

‘二轨对话’ 之称的第十轮中美工商

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等 ， 我想还能在

中美关系中发挥些 ‘智库 ’ 作用

吧！” 谈及今年的赴美之行， 周文重

笑言正在计划中 。 一日大使 ， 终身

跟随 ， 虽从驻在国卸任 ， 但使命却

成了 “终身”。

不任大使、 不做秘书长， 如今的

周文重又换了个方式再 “外交”。

3 月 27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的第二天，周文重出现在
中美企业家对话现场，来往的招呼声中，不时还能听到“秘书长”的称
谓。“不要再喊我秘书长了，我现在只是论坛的咨询委员”，周文重多次
纠正。 如同 9 年前，人们努力习惯将“周大使”改口成“秘书长”。

2010 年 4 月 9 日，时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论坛年会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由卸任驻美大使的周文重接任秘书长。

“善于沟通，比较圆润”是当时外界对这位新秘书长的评价，而这
样一种风格正源于周文重数十年的外交智慧。从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到
奥运火炬在旧金山的“戏剧性传递”，从人民币汇率问题到两国高层互
访，周文重见证了中美外交的风云变幻，其“沉稳、冷静、寻求平衡”的
外交风格也愈发为人称道。从大使到秘书长，身份更迭，但与“人”打交
道的沟通智慧始终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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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1973 年 ，

周文重赴英国

留学， 在伦敦

泰晤士河畔留

影。

荨2009 年 4 月

18 日 ， 周文重

参观波音公司，

坐在飞机驾驶

舱内。

荨2007 年 ，周

文重（右一）应

鲍克斯参议员

邀请访问美国

蒙大拿州。

周文重： 讲好中国故事， 用事实说话
本报记者 袁琭璐

交心———

拜访百余美国议员

飞机呼啸着穿越云层， 再度向大

洋彼岸的美国飞去。

2005 年 ， 周文重接替原驻美大

使杨洁篪出任新中国第八任驻美大

使， 花甲之年的他再一次回到了熟悉

的华盛顿。 回想起 1978 年， 已多次

在重要场合为中央领导担任翻译的周

文重， 作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

民的助手抵达华盛顿， 目睹五星红旗

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上空升起， 由此与

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和当年境况非常不同的是 ，

“中美关系已经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

双边关系之一 ， 所以 ， 在美国做大

使 ， 就要随时准备处理各种棘手问

题。” 这给新上任的周文重出了大难

题， 也让他愈发感到有一件事迫在眉

睫： “美国人民需要更深刻地了解中

国！” 于是， 一上任， 他就开始制定

目标： 一是遍访美国 50 个州； 二是

尽可能多见些联邦国会议员； 三是想

方设法增加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

周文重笑称这是 “下基层”， “人都

是讲感情的， 但这样的沟通绝不要指

望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这是一个水

滴石穿、 逐步积累的过程。” 对他而

言， 外交就是做 “人” 的工作。

周文重兑现了他的承诺。 五年时

间里， 周文重在忙碌的行程中见缝插

针地完成计划 ， 拜访了一百多位议

员。 他几乎走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州，

每到一处 ， 就积极地宣讲中国的立

场， 同时实地调研， 希望增加当地公

众对中国的了解。

周文重回忆 ， 2005 年 11 月初 ，

他受邀访问了全美第二大农业州艾奥

瓦州， 交流中， 他强调通过对话妥善

处理中美经贸摩擦分歧 ,符合双方共

同利益。 当时的州长维尔萨克向周文

重表示， 中国从艾奥瓦州进口大量农

产品 ， 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也价廉物

美 ， 艾州人民从中美贸易中受益匪

浅。 作为一州之长， 他热忱欢迎中国

成为艾州的投资者、 供应商和客户。

他同时也对那些阻挠中美经贸合作的

联邦议员提出批评， 认为他们应该认

同贸易和竞争， 而不是搞贸易保护主

义。 周文重至今清晰记得： “离开州

长办公室， 艾奥瓦州各界人士支持中

美友好和互利合作的热情表态在耳边

回响， 为我驱走了初冬的寒意。”

半年后， 周文重前往在美国中西

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和密苏里州举办的

美中经贸论坛， 当时美国国会和媒体

均有人散布言论说， 中方的不公正贸

易策略正侵蚀着整个美国的工业 。

“作为驻美大使， 我必须尽快将实际

情况和中方观点立场告诉美国各界，

消除他们将中美贸易不平衡怪罪于中

方的误解。” 短短的几天行程中,周文

重逢人便讲中美贸易 ， 相伴而来的

“回报 ” 则是密苏里州副州长金德 、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邦德异口同声地强

调， 美中虽然语言文化不同， 但都希

望为各自的人民创造繁荣。

马克·吐温在自传中写道: “肤色

和条件横加给我们一条难以捉摸的界

限。” 但两次腹地之旅让周文重看到，

中美人民之间的 “界限” 其实并不是

深沟大壑。 患难见真情， 对于任内的

两次灾难外交———美国 “卡特里娜”

飓风和中国汶川大地震， 周文重先是

代表中国帮助美国救灾， 后又代表中

国接受美国帮助中国救灾， 这让他看

到了 “最好的外交使者在民间”。

当然， 繁忙的行程让周文重留给

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 一年 365 天，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常靠外出路上

十来分钟打个盹儿来补充精力， 锻炼

身体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 回忆起这

些经历 ， 他笑称 ： “还好我当时年

轻， 除了一次眼睛视网膜脱落外， 身

体基本上还算无恙。”

前瞻———

调研金融危机提前预警

周文重有着敏锐的金融嗅觉， 这

与他早年的学习分不开 。 28 岁时 ，

周文重曾赴英国留学， 世界经济、 国

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都是他当时钻研的

学科。 自从美国提出中国要充当 “负

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之后， 中美关系

的显性和隐性的经济摩擦不断， 本就

受过专业训练的周文重在金融领域用

心用力。 在常驻美国的日子里， 周文

重结识了华尔街的一些 “大人物 ”，

美国高盛 、 摩根士丹利 、 大都会人

寿、 摩根大通、 纽约人寿、 AIG (美

国国际集团) 等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

事长或总裁都在他的拜会名单中 ，

“一来华尔街行情的波动常常会转变

成华盛顿政治风云的起伏， 二来可以

借机了解他们对中国国内金融改革的

看法和建议”。

“持续关注， 搜集情况， 准确传

递信息 ”， 这是周文重 “经济外交 ”

的实践准则。 2007 年 4 月 24 日,美国

3 月成屋销量下降 8.4%， 美国次贷

危机拉开序幕。 周文重和中国驻美使

馆迅速地注意到这个苗头， 开始关注

美国次贷危机， 并在第一时间向国内

报回了次贷危机的发展动向、 有关情

况及使馆的看法。 此前， 周文重专门

会见了美国前财长斯诺， 听取他的看

法。 斯诺表示， 美国正经历非常困难

的时期 ,经济正趋于衰退 ， 目前的主

要问题是信用紧缩， 美联储应采取大

胆措施缓解信用紧缩。

“当时我们陆续就新世纪金融公

司破产、 美国股市大幅下跌、 美欧金

融市场信用紧缩等问题向国内报回了

有关情况和看法。” 此后， 周文重不

断关注事态发展。 8 月上旬， 驻美使

馆向国内报回了关于美国次贷危机影

响扩大的看法。 “我们着重指出， 美

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正加快向美国整个

金融体系扩散， 美国金融市场正进入

大幅动荡期， 美国经济前景堪忧， 建

议国内密切关注， 妥善应对。”

后来周文重从人民银行等部门了

解到， 驻美使馆向国内提出的上述看

法， 距离 2008 年 9 月美国金融危机

全面爆发提前了一年多的时间， 是对

此次金融危机的最早预警。

冷静———

“不敢买中国玩具”成历史

柴泽民在任期内曾向卡特、 里根

两届政府进行了数十次交涉， 周文重

皆随同前往， 全程从中翻译周旋， 内

中的艰苦斗争、 酸甜苦辣， 他一一尝

遍。 周文重喜欢看人物传记， 美国前

政要的书他全部翻阅。 讲故事， 讲好

中国故事， 用事实说话， 而不是简单

地去重复一些原则、 立场， 正是他从

中学到的沟通要领。

其实， 周文重上任驻美大使伊始，

外媒并不看好， 评价为 “周出使于一个

相对稳定但很难突破的瓶颈时期， 任重

道远 ”。 5 年后 ， 当周文重卸任之际 ，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斯坦

伯格给维基百科有关周文重的简历上补

充一条： “周在建设中美关系上发挥了

关键作用。” 这个关键作用， 和周文重

与 “人” 的沟通分不开。

2007 年 ， 中国外贸依赖度超过

70%， 而恰恰这一年， 输美产品的问题

激烈爆发。 先是出现了数千只宠物生病

甚至死亡的消息， 其原因被指为中国进

口的饲料有致命的化学物质三聚氰胺；

祸不单行的是其后美国美泰公司近百万

卡通玩具含铅量超标， 查出的原因说是

由中国产品的质量引起。 媒体炒作带来

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力， 迅速发酵成一场

引起美国公愤乃至世界注目的恶性事

件。 一系列危机考验着当时的驻美大使

周文重， 一方面， 他要忙着接待美国政

府及各界来访咨询， 另一方面又要及时

向国内汇报事件重点， 分身乏术的同时

还要想着如何迅速解决这件事。

出现危机并不可怕， 关键是如何化

危为机。 迷雾中， 周文重把重点和突破

口放在了美国国会议员身上 。 在他看

来， 如果把议员的工作做好， 一是能够

防止对中国企业输美产品不利的提案形

成， 二是议员的态度能够减少媒体的炒

作， 三是议员的声音能说服、 安抚美国

民众， 一举三得。 周文重选择从最有威

望的议员入手 ， 他首先拜访了两个

人———参院民主党领袖之一德宾， 以及

特别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众院强势女议

员德劳罗。

周文重记得 ， 2007 年 8 月的一个

周末， 他收到了美国国际特奥会主席施

莱佛的拜访请求， 施莱佛告诉周文重，

“中国制造” 的玩具送检了， 实验室得

出的结论是 “玩具含铅严重超标”。 如

同在处理奥运圣火传递、 中美南海撞机

事件中保持沉稳冷静一样， 周文重思索

片刻后问道： “是送到官方推荐的实验

室检测吗？” 这是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

“不是， 家长急， 随便找了个实验

室。” 施莱佛很坦诚。

“应该找一个官方的实验室去检

测。” 周文重舒了口气， 给出建议。

不久， 施莱佛来电说： “官方的检

测结果显示基本没有问题。” 随后， 他

送来了官方推荐的实验室检测结果： 中

国玩具的含铅量为 20-30ppm， 远远低

于 600ppm 的美国标准。

然而， 危机并没有解除， 为促使美

国人对 “中国制造” 恢复信心， 也为回

应美国媒体的不实报道， 周文重继续做

“人 ” 的工作 ， 给美国民众释疑增信 。

而强硬的德宾议员再也没有提及 “不敢

给孙子买中国玩具了”。

冷静化解了危机。 五年中， 这样的

故事还有很多。

服务———

因漏排座位给李开复致歉

2010 年 3 月 1 日 ， 周文重正式卸

下驻美大使一职 ， “我马上就要轻松

啦！” 他感叹道， “中美之间各方面的

交往非常多， 突发事件不断， 我时刻都

不能掉以轻心。” 在大使任上， 周文重

一直重任在肩。

任期的结束并非意味着外交生涯的

终止， 接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后的周

文重不像大使那般在维持双边关系中发

挥作用， 反而转向了更复杂的 “多边关

系”， 重担依旧没有卸下。 周文重坦言，

“当时的博鳌亚洲论坛已走过 10 年， 已

成为一个立足亚洲、 面向世界的开放性

全球论坛， 如何让其变得更加全球化，

如何营造充分交流的氛围是我们不断要

研讨的问题。”

上任伊始， 周文重便马不停蹄地前

往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美国拜访

论坛理事， 为筹备论坛忙碌。 多年的大

使经验让周文重坚信 ,不同的人可以在

沟通中达到最大的理解 ,对话是处理分

歧 、 矛盾以及促进共识的关键 。 2011

年的博鳌亚洲论坛除了开幕大会外 ,所

有分会都采取对话形式 ， 这使 “新博

鳌” 带有周文重式的烙印。 “18 年来，

博鳌亚洲论坛已经从纯经济论坛转变为

综合性高端对话平台， 每年除了要准备

论坛年会开幕大会外， 还有年会的五六

十场分会， 此外秘书处还要在海外举办

研讨会， 比如 2014 年 9 月在美国西雅

图举办了 ‘西雅图能源、 资源与可持续

发展会议’。”

谈及身份的转变， 周文重谦称自己

这个秘书长就是一个执行者， 是做 “服

务工作” 的。 当然， 执行也有其艺术。

“邀请层次高、 有权威的演讲者对于年

会的成功至关重要， 而他们的时间表都

非常满， 最早半年前就要开始启动嘉宾

邀请。 原来当大使， 很多人要你帮忙，

现在反过来了， 要很多人来支持你， 这

就需要换位思维。 博鳌亚洲论坛是个民

间组织， 并非官方机构， 所以人家可以

帮你， 也可以不帮你， 这里面就有很多

工作要做。”

对周文重来说， 筹办一届博鳌论坛

年会， 从主题的设计到嘉宾的邀请， 再

到具体会务的安排， 千头万绪， 如何协

调与沟通非常考验人， 但有时难免会有

疏漏。 周文重写过无数感谢信， 其中也

有不少致歉信。 “我给李开复写过一封

致歉信， 因为阴差阳错把他的名字给漏

了 ， 他到场以后发现好像没有他的位

置， 这很尴尬。 所以对一场活动而言，

每个环节都要事先想好 ， 而且都要有

预案。”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换位新角色

的周文重依旧干劲十足， 而贯穿其中的

沟通智慧也在不断产生新的效果。

无论是在外交一线做大使， 还是担

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推动民间外交，

周文重都在追随自己心中那些优秀的人

的脚步。 正如其 2009 年在美国马里兰

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所说———“我

的外交生涯中， 有幸遇到了许多被人们

视为楷模的人物， 当听到他们谈论自己

的人生经历时， 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

同点值得我们借鉴。 那就是永远保持干

劲， 让追求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止。”

有人曾问周文重： “有什么话是你

深信不疑并且最想教给孩子的？” 他的

回答是： “和天赋相比， 勤奋是人生中

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