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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五届“我与中国的美丽邂逅”来华留学生征文暨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以线上
形式举行。活动由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主办、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承办，旨在促进不
同国家青年一代的人文交流，展示各国来华留学生风采。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一级巡视员陈盈晖表示，该活动举办5年来，在促进世界各国
青年人文交流、丰富国际学生在华体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提供了讲故事、谈感
受、诉真情的机会，让留学生朋友用纸笔和镜头记录自己2021年的独特记忆。

据悉，本次征文大赛共收到来自100余所高校及个人投稿征文作品600余篇，最终评选
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6名、优秀奖31名。

大赛作品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共同抗疫、脱贫攻坚等社会热点话
题，同时也展示了来华留学对于实现自身职业发展和人生价值的感悟。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短视频大赛中加入“抖音”平台赛环节，扩大了中国故事、世界
表达的广度。

“我一定要去中国学习。”我一直
这样告诉自己。

2018年，我离开巴基斯坦来到了向
往已久的中国，第一站抵达的城市是
美丽的云南春城昆明，在那里我度过
了 1 年美好的语言学习时光。2019
年，我来到了写满中国革命历史的城
市——延安。

它不像昆明那样漂亮、湿润，但
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你一定没有见过
一个城市有那么多的窑洞建筑，一定
没有见过一个城市有那么多的革命旧
址，也一定没有见过一个城市有那么
多的地下商场。没关系，跟我一起走
进这座城市吧！

你要问我：延安是什么颜色的？
我会告诉你，是红色的。

延安是陕西省北部的一座小城，
它之所以那么有名，是因为它是红色
的。它有红色的剪纸、红色的腰鼓、
红色的秧歌、红色的历史。我有幸能
在这里读书，可以随时去伟人们的故
居拜访，也可以很骄傲地说，我的学
校隔壁就是杨家岭革命旧址。因为历
史原因，如果你在公园散步或者在广

场游玩，总会听到有人在讲毛主席在
延安的故事，讲的时候还满脸骄傲，
像是在讲自己熟悉的亲人一样。每年
10月1日、7月1日，每家店铺、每座
大桥上都会挂上五星红旗。

你要问我：延安是什么颜色的？
我也会告诉你，是黄色的。

记得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是 3 月，
一下火车，一阵大风夹杂着沙土向我
吹来，可真是被吓坏了。除此之外，
一眼望去，看到的是黄褐色的山，所
以我说延安是黄色的。这几年的学习
让我对延安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

“黄色”有了更深的体会——这里有
壮观的黄河壶口瀑布，有天下第一
陵——黄帝陵，每年的清明节都人山
人海，人们来祭祖祈福。你说，它不
是黄色的吗？

你要问我：延安是什么颜色的？
我还会告诉你，是绿色的。

还记得我提到的刚来时遇到的大
风、见到的黄褐色之山吗？现在的
延安可不是那样了，满山都被树木
覆盖着，像一把把绿色的大伞。再
看看延河的水，也不是以前的黄色

了，经过治理，延河两岸是供人们
散步的小道，小道两边是各种各样
的花儿，有时候还可以听到青蛙的
叫 声 ， 在 这 里 散 步 真 是 美 妙 的 体
验。我想，这就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吧。

来中国已逾 3 年，我不仅看到了
中国的发展，更透过延安看到了中国
发展的速度。我喜欢多彩的中国、多
彩的延安，我在这里欢迎你噢！
（作者系延安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

我读过很多故事、去过很多地
方，但真正与我结下不解之缘的，是
美丽、可爱的中国。我对中国从初识
的新奇到相知的喜爱，再到久别重逢
时的赞叹，那些故事静静地安放在我
心底，鼓舞着我一路向前。

初 识

我和中国的缘分始于5岁那年的
夏天。

还记得当时正值7月盛夏，烈日
炎炎，小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草
木低垂着头，树上不时传来阵阵蝉
鸣声。那天一大早，已经退休好几
年的爷爷突然穿起那身足以证明他
一生荣光的军装，牵起我的小手来
到“中朝友谊塔”前，对我说：“孩
子啊，你看到这座塔了吗？在这座
塔下躺着的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
的兄弟，你一定不能忘记他们啊！”
回到家后，我问爷爷他们是谁，爷
爷告诉我，里面躺着的是在祖国解
放战争时和我们并肩作战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自此以后，我对中
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中国的故
事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相 知

童年是人生中最无法忘怀的时
光，就像五彩斑斓的盒子，里面装满
了珍珠，经过岁月的沉淀，它们变得
愈加珍贵。

回忆像一艘船，载着我梦回中国
辽宁沈阳市，在那里我度过了童年时
光——在当地小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
化的同时，几乎走遍了整个东北三
省，了解并深深迷上了丰富多彩的中
国文化。除了中国文化，中国的美食、
民谣和服饰也让我感到十分惊艳。

在游览东北三省时，我吃遍了当
地的美食，比如小鸡炖蘑菇、猪肉炖
粉条、锅包肉等，还有其他的地方特
色美食，如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重
庆火锅、毛血旺和臭豆腐等。另外，
我发现中国的传统节日美食也各有特
点，如端午粽子、中秋月饼和元宵汤
圆等。这些美食不仅色、香、味俱

全，而且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
除了美食，我还喜欢中国的传

统民谣和传统服饰。从那些传统歌
曲中，我听到了跨越千年的吟唱与
应和；在传统服饰里，我看到了色
彩搭配的和谐，也由此看到了中国
人的匠心和灵巧。这些都深深地吸
引了当时尚年幼的我。回国以后，
我继续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至今
都乐此不疲。

赞 叹

光阴似箭，时隔6年，我再次来
到中国，这里与 6 年前相比，变化
很大。在这短短的6年里，中国的高
铁、网购和手机支付，让民众的生活
变得更加便捷，由此足以看出中国经
济发展的迅速，衣、食、住、行各方
面都创造了“中国速度”的奇迹。

除了经济发展让我赞叹，中国人
民应对突发事件的勇气和团结也让我
由衷敬佩。

2020 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世界造成了严重打击。在这
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中国共产党
和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在这场没有
硝烟却惊心动魄的战争里，取得了
伟大胜利。疫情期间，我一直关注
着相关消息，目睹了这场感人至深
的保卫战，听到了科研阵地的捷
报，认识了各行各业涌现的平凡英
雄。在那些或振奋、或感动的故事
里，我体会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

如果人生是“一本书”，应该多
一些精彩的细节；如果人生是一首
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旋律；如果人
生是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色
彩。人生的路漫长而多彩，幸运的
是，爷爷拉着我的手，带我与中国邂
逅，我用自己的眼睛、耳朵、舌尖与
心灵逐渐了解和爱上了中国。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份爱的鼓
舞之下，我与中国的故事将一直延
续，相信那些关于中国的真、善、美
也将永远流传和创造下去。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朝鲜留
学生）

下午五时，结束了临床见习，我
站在医院门口愣神片刻，双眼凝视着
天空，试图寻找藏匿于阴天中的毛毛
细雨。我本想疾步走到地铁站，但为
了避免生病还是从包里翻找出伞具。
医院门口看病的人们来来去去，我常
调侃大城市节奏的紧张，但对于自己
的快节奏却不自知。凑巧之后再无要
紧事，便决定慢悠悠地走回宿舍。

正值初秋，寻思着身上单薄的外
套应该足以抵御秋天的冷风，但这场
小雨增加了几分刺骨的凉意，让人直
打哆嗦。来到上海后，最让我迷恋的
正是徐汇区和静安区的梧桐树道路，
漫步在绿荫簇拥的石板路上使我格外
惬意安心。

街上，湿滑的地面，缕缕的炊烟
犹如湖面上的孤烟。空气中，雨水的
气味夹杂着淡淡的泥土味，恰到好
处、沁人心脾。屋檐下，稚嫩的麻
雀兴许是渴望回巢，在雨水的束缚下
只能不断展翅，却始终没能飞去。二
楼住家晾晒的衣物，乌黑的电线相互
缠绕，街边的共享单车和电瓶车在铁
护栏内紧挨着……这一切点缀了朴实

无华的街道。
魁梧的梧桐，树梢相互交织而成

的绿色隧道内，些许暗影中透着汽车
尾灯的眩光，轮胎碾过湿滑路面的声
音不断地从我耳边悄然远去。幽静的
弄堂，老式木制玻璃窗整齐地排列在
深浅不一的灰石砖墙上，高低错落的
复古灯具和电线水管别具一番韵味。
外界喧嚣，却始终没有打破这条巷弄
的静谧。

红砖围墙、黑铁栅栏、绿色街
牌，是梧桐街道上不可或缺的景象。
马路对面的西餐厅，黑框落地窗宛如
将店内橙黄色氛围毫无保留地展示起
来的相框，与店外深褐色的外墙和黑
色露台相呼应，透露出浓郁的英伦风
格。路肩上矗立的蓝色基调的路牌，
字里行间相互搭配，颇为和谐。泛黄
的落叶嵌在地面上，为这片静谧之地
刻上了无数的印花。

遥望着那些老洋房，虽经历了
岁月的婆娑，但仍旧坚挺气派。路
口咖啡店内温暖的色调、罗列整齐
的面包、窗边吧台的电脑……这一
切都让我再次放慢了脚步。天渐冷
渐暗，咖啡店的诱惑力越发强烈。
我驻足良久，最终还是决定买一杯
咖啡暖暖身子。倚坐在吧台，我注
视着窗外的景色，试图忘却咖啡的
苦涩，但手中的温暖却时刻唤醒口
中的苦。

不知何时，我已离开梧桐路的庇
护。蓦然回首，我再次眺望着梧桐街
道的路口。步履前行，我期盼着下一
次再回到那片盎然绿意中。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来西亚留学生）

亲爱的中国：
你好！
曾经的我，与你素未谋面，也从

未想过有一天能与你结缘。直到2016
年 8 月，我收到了越南河内大学中文
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从那时起，我的生
命中多了一个你。在与你为伴的日子
里，我不断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通过
这门新奇有趣的语言，走进了你的历
史、文化和习俗，与你愈加熟络亲密。

我特别想说声“谢谢你”，自从有
了你，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篇章。

谢谢你带给我的好运气，让我发
现了自己的无限潜力。以前的我似乎
是个好运绝缘体，从未中过彩票，也
从没赢过任何需要运气的游戏。但在
大学 4 年中，与你为伴的我变得自信
而勇敢，我的中文越说越流利。终于
有一天，我鼓足勇气站到了主席台
上，在那么多人面前用中文演讲，并
且成功地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一等
奖；后来，我不断挑战自己，尝试做
中文导游、做翻译……原来，我身上
也有这么多的可能。

谢谢你带给我的亲切和温暖，让
我忍不住想靠近、再靠近你。大四那

年，我终于有机会和你相见。那是学
校组织的一次夏令营活动，虽然只有
15天，但这足以让我确信，真实的你
和我了解的你一样亲切、美好。在这
短短的半个月里，我们从大连到北
京，参观游览了白云雁水公园、莲花
山风景区、天安门广场、故宫、八达
岭长城、颐和园等。你的景色如此迷
人，让我流连忘返；你的发展日新月
异，让我佩服感叹；你的人民善良热
情，让我感觉舒心而温暖。正是这次
的大连、北京之行，让与你匆匆一见
的我为了再次与你相会而不断努力。

2020年夏天，也是我大学毕业的
那年，我收到了青岛大学国际关系专
业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想到未
来 3 年有你的陪伴，我感觉开心、踏
实、又有力量。

可是万万没想到，2020年肆虐全
球的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我们的再次
相见。我不得不一边按捺住自己的期
盼和想念，一边努力完成学业任务，
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期待能以更优
秀的面貌与你相见。其实，这也应该
谢谢你，让我拥有了人生中一段特殊
而难忘的经历——成为线上入学的硕

士研究生。艰难的时光会催人奋进，
现在我正在撰写中越两国在非传统安
全领域合作现状主题的开题报告，这
对于中文专业背景的我来说是一个挑
战，但我有信心学好新专业，也有信
心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进一步交流与合
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疫情早日过去，大家的生
活回归正常。我好想当面对你说一声

“谢谢”，谢谢你让一个出身农村的女
孩子大大开阔了眼界，走出国门、走
向更广阔的天地，谢谢你让我变得更
自信、更坚定、更美好。期待与你再
相见!

陈氏深
2021年6月

（作者系青岛大学越南留学生）

18 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北京，
那时对中国知之甚少。北京之旅让
我爱上了中国，我被这个国家的发
展速度和活力吸引了。在北京的几
天，我感觉中国就像一颗冉冉升起
的新星，有无限的机会和可能。中
国人民、中华文化和中国的经济发
展都深深吸引着我。“为什么不踏上
这片土地开始我的筑梦之路呢？”我
问自己。于是，20岁那年，我决定
到中国求学。

2011年，我到东华大学读国际
贸易专业，班里的老师和学生来自
世界各地，在与同学们的朝夕相处

中，我提升了自己的跨文化交际
能力，建立了广泛的人脉，为今
后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
上创新创业和案例整合这两门课
时，老师点亮了我的创业思维，
并鼓励我将课程中所做的商业计
划付诸实践。

毕业后，我很快找到了合伙人
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ICL （“融入中
国生活”公司）。正是在东华大学留
学期间，老师们的专业教学让我获
取了国际贸易知识，激发了我的创
业热情，最终成功运营了公司。

很多人来之前对中国并不熟
悉，未知带来的挑战让人望而却
步，错失与中国结缘的机会，我想
帮助年轻、有志向和有中国情结的
外国人克服他们在中国遇到的诸多
挑战，于是我和朋友尼可一起开办
了这个公司，为两国的商业机构、

大学之间的教育合作提供支持。创
业这几年，我往返于瑞士和中国，
与年轻人一同工作，为年轻人的个
人发展和职业发展创造机会，同时
还享受着旅行的快乐。这样的生活
让我感觉很好，这或许就是拥有自
己公司的最大好处吧——可以做自
己想做的事情，有很高的自由度，
但我也深知肩上责任重大，每一步
选择都需要慎重考虑。

为了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
国，正确地认识中国并走进中国，
我和同事计划拍摄一个视频短片，
向世界介绍中国。我们向瑞士联邦
政府驻华科技文化中心展示了我们
的创意，在被我们的创意打动之
后，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为我们提供
了帮助，还邀请法国电影导演为我
们拍摄。导演专程从法国来到中
国，同我们一起走遍中国，捕捉最

激动人心的时刻，与世界分享中国
的美丽。一位法国电子音乐人在看
到成片后被中国韵味深深打动，为
我们做了原创配音。这部花了 5 个
月拍成的视频《印象·中华》，在瑞
士洛桑的中国春节庆祝典礼上发
布，短片让更多的外国人透过镜头
感受到了在中国生活的美好，激发
了他们走近中国、体验中国文化的
兴趣。

在中国留学激发了我的创业热
情，在中国生活给了我舒适的体
验，也正是中国的广阔市场让我的
创业公司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作
为一名留学生，也作为一名创业合
作伙伴，我深深地感激中国带给我
的一切，我也将好好发展我的事
业，助力瑞士与中国的友好交流。

（作者曾为东华大学比利时留
学生）

沪上秋
游家乐

和你重逢 此心即安
张振成

和你重逢 此心即安
张振成

期待再相见期待再相见

多彩的延安 多彩的中国
娜 姿

青春梦想在中国启航
柏 泰

●

●

陈
氏
深
近
照
。

柏泰近照。

●

●

来华留学生
讲中国故事

（四）

来
华
留
学
生
眼
中
的
中
国

娜姿近照。

游家乐在北京旅游留影。

张振成近照。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