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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文名字是安俊生，现在中央财经大学国际商务专
业攻读硕士学位，之前在巴西伯南布哥大学孔子学院学过4
年汉语。

我记得第一次到北京是在 2016 年，当时我以巴西赛区
冠军的身份参加了那年的“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
赛。那次比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来自五大洲100多个国
家的选手，在“汉语桥”的大舞台上一展才华。经过激烈角逐，

我最终获得了美洲组第七名的好成绩，并被评为“优秀风采”
选手，获得了孔子学院一年的奖学金，满载而归。

在中国，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

短暂的北京之旅，让我对中国十分向往。2017年，我再
次回到北京，正式踏上留学之路。这次到北京是为了学习和
生活，感觉很新鲜。我尝试了很多没吃过的中国菜，像中
国学生一样按时睡觉，准时到教室上课。当然，我也遇到
一些挑战，比如需要适应非常寒冷的冬天，思念天隔一方
的亲人。中国有句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在过去的 1 年里，我交了很多朋友，包括老师和同学，我
们亲如一家。

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园生活很丰富。从周一到周五，早上
8时到中午12时，我需要上汉语课。此外，我也可以报名参
加各种文化课，比如中国画、书法、唱歌、陶艺等。让我感
动的是，学校还组织我们参观北京有名的景点，比如故宫、
长城等，也会组织毕业旅行。

学校还安排了许多中国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每逢春
节、中秋节、端午节，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制作品尝具有中
国特色的节日美食。我觉得自己亲手包的饺子和粽子更香！
在中国，我们有做不完的事情。

我找到了新的乐趣

除了上课，我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朗诵比赛、

答题比赛等。我还找到了新的乐趣，就是给汉语初级班的同学
上辅导课。中央财经大学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有的会说汉
语，有的不会。给他们上课，可以提高我的汉语水平，还可以练
练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说不同的语言，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晚上我有空的时候，也喜欢到学校的体育场运动。

毫无疑问，上课是留学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这一点，国
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安排很灵活，很人性化。第一学期我进入
了汉语中级B班学习，这个班学生的中文水平相当于汉语水
平考试 （HSK） 5级，是学校里最高级别的汉语班。第二学
期的时候，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安排我上了几门国际经济贸易
本科生的专业课，比如商务汉语、电子商务、中国社会与经
济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我申请了中央财经大学 2018
年硕士生并获通过。

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2018年秋天，我终于开始读研究生了！起初，面对新的
学习生活，我非常紧张，但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慢慢地
爱上了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世界。我开始考虑未来的规划，或
者读博士，或者到跨国公司工作，或者回到巴西。因为我是
第一个在中央财经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巴西人，所以希望自
己能给后来者树立一个榜样。我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在学习中文及到中国留学的这几年中，我非常感谢巴西
伯南布哥大学孔子学院及中央财经大学的老师们，没有他
们，就没有今天的我。他们像灯塔，更像蜡烛，努力发出光
辉，照亮了我的汉语学习之路，也照亮了我的人生之路。

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陈一美（14岁）

花若盛开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陈一美（14岁）

美丽是什么？让我为您讲一个关于美
丽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父母双方
工作都很忙，所以外公外婆一手带大。跟
着外婆出门买菜，小区里的老奶奶经常夸
她长得漂亮又可爱，问她长得像爸爸还是
妈妈，每一次她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
最像外婆啦！” 每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外
婆都感觉很自豪。那个懂事的女孩并不是
故意要哄外婆开心，而是内心真是这么认
定的。外婆老喜欢逗着她玩，时不时地就
吓唬她，说她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每
次听到这话，她就想：“我是孤儿吗？”这
种想法让她开始变得恐惧，需要身边更多
人的肯定。

慢慢地，通过大家的夸奖，这个女孩
获得了自信，却也变得特别爱美。可是她
的妈妈一直以来都教导她：“美丽是来自于
内在。对于漂亮，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
样。有一颗善良的心，这才是真正的美
丽。” 或许当时还太小，小女孩没有懂得
这句话的含义，就算到了青春期，她对美
丽的理解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看重外
表，也非常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初中
时，她开始拿自己跟其他同学比较，努力
学习只是为了超越其他同学。结果，虽然
她获得了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却没感到满
足，她想处处都比别人好，不仅比学习，
还比外表。

有一天，小女孩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越看心里越难受，越看越对自己不满意，
无法接受自己过于普通的身材。从那时
起，她就下定决心要减肥。她第一次接触
卡路里、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词，也开
始减少饮食，增加每天的运动量。如女孩
所希望的那样，终于达到了理想体重，但
她却陷在减肥这条路上，体重一天比一天
轻。她新设定的目标完全超出了正常体重
范围的底线，可她还在拼命减肥，因为她
早已失去了对于美的正确看法。到最后，
女孩彻底拒绝进餐，身体已经不听使唤，
因此导致了厌食症。当她瘦成只剩骨头架
子的时候，以为自己终于成功了。

女孩希望别人会注意到她，并夸奖她
的外表。后来她才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
来越差，家人和朋友对她的身体也担心极
了。当爸爸看到自己的女儿竟然面临着生
命危险，却还是抗拒恢复正常体重，拒绝
听医生的嘱咐，十分心痛。当女孩第一次
见到自己的父亲露出那么无助的表情，心
被刺痛了。她终于明白，这并不是自己所
希望看到的一幕。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女孩非常痛苦，一
直无法解开心里的结。当她陷入绝望的情绪
中时，身边的人鼓励她要振作起来。无论父
亲工作的压力有多大，都会抽出时间和女儿
散步、谈心。女孩的姑姑为了让她好好吃饭，
每天都尝试着做各种口味的饭菜，就连妹妹
也因为心疼她而哭泣。姐姐放下了学习，从
远方的大学赶回家中陪伴她。家人的温暖给
女孩带来了正能量，最终在大家的陪伴中度
过了这个难关。

如今，那个已经长大的少女终于能理
解妈妈当年告诉她那句话的含义，无论你
外表有多漂亮，如果没有一颗善良的心，
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就不是真
正的美丽。

我就是故事中的这个女孩，感谢我的
家人和朋友把我从黑暗之中解救出来，谢
谢他们不断地支持我，无条件地爱我！

也许等我再长大一点，对“美丽”的概念
又会有更深的认识。我越来越喜欢充满正能
量又自信的自己，这样的我比“美丽”的我更
重要，因为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寄自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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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英国的张彬彬 （化名） 最近有些烦恼，
因为女儿从幼儿园回来，不再像往常一样和她用
中文交流，而多用英文。“从女儿出生我就坚持和
她讲中文，希望她记得自己的根，也希望她了解
中国文化。但自从孩子上幼儿园后，周围的老
师、同学都讲英文，她希望自己也讲英文。”张彬
彬的丈夫是英国人，之前在家里营造的语境是一
半时间讲英文、一半时间讲中文，“对中外结合家
庭的孩子来讲，其学中文相对于父母均来自中国
的孩子难度有些大。”

张彬彬所遇到的情况是很多中外结合家庭的缩
影，但他们仍然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条件让孩子学
习中文。

回国参加短期培训

移居瑞士的北京女孩金焱如今已是 3 个孩子
的母亲，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她从小生活的中
国，趁这个暑假将她们带回到北京，参加短期汉语

学习课程。
在瑞士，有些家庭也像金焱的家庭一样，家长

中的一方来自中国，一方来自其他国家，让孩子学
中文的方法多是送到周末上课的语言兴趣班。“其
实在瑞士能够使用中文的机会并不多，如果让孩子
慢慢地学习，效果并不明显，学过的知识点也易被
遗忘。与其让孩子牺牲课余休息时间学中文，还不
如趁着假期集中学习，效果会更好。”

在金焱看来，让孩子回到中国学习中文，可以
让孩子真正融入中文语言环境，效果会比在国外一
周学一次好得多。

王星磊 7岁随父母移民美国，后来他和一个美
国女孩结了婚，并育有 5个孩子。这个暑假，王星
磊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回中国生
活两个月，借此机会，他将自己的 4个孩子带到了
位于北京的一个中文学习机构，参加为期两周的
中文培训。

王星磊让他的孩子们参加该培训班，是希望
培养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这是我第一次让他
们参加专业中文培训班，我也不知道短短两周的
时间里他们能学到什么，就是想让孩子们对中文
有所了解，为将来继续学习打下基础。”

营造中文语言环境

在带孩子参加短期中文培训班之前，王星磊已
经让孩子们开始学中文。他常带孩子们参加由社区
家长组织的中心学校学习中文，并拜托他的母亲每
天和孩子们用中文交流一段时间。“只要有时间，
孩子们的奶奶就会利用社交软件和他们进行视频通
话，充当他们的中文老师。”有时王星磊的母亲还
会和孩子们分享一些帮助他们学习中文的视频，并
布置作业。聊起孩子们平日的中文学习，王星磊很
是自豪。

由于金焱的女儿们从小生活在瑞士，难得回
国，金焱很仔细地为孩子们挑选适合她们中文程度
的培训班。她分析说：“因为孩子们从小在国外长
大，中文并不好，表达能力非常有限，但是需要学
习交流的东西又很多。如果将她们放到全是中国孩
子的环境学习，她们的压力会很大。所以这次我为
她们报名的短期课程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水平来分
班的，这样更有利于她们的学习。”

不仅仅是在学语言

在学中文的过程中，孩子们也提高了合理规划
时间的能力和对事物的专注力等。

据金焱介绍，女儿们所上的培训课程中，其中
一节是教学生画风筝。大女儿在上课时没画完，拿
回家研究了 3天，再一点点将风筝补上颜料。那段
时间里，除了吃饭睡觉，大女儿一有时间就开始捣
鼓那个小风筝。“这让她学会专注地做一件事情。”
金焱说。

金焱给女儿报名的短期中文培训班是托管制，
她每天早上 9 时将孩子们送到培训机构，下午 3 时
再到教室接孩子们放学。中间这一段时间孩子们都
在培训机构学习，午饭也是自己解决。“每天我都
会给她们一些零钱，让老师带着她们去买午饭，通
过这个过程也能培养孩子们的独立性。”金焱说。

王星磊对于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每天他
们放学后，我都会问问今天学到了什么，也会看
看他们的作业并和他们就作业进行讨论，还会找
网上相关的视频给孩子们观看，加深他们对所学
知识的了解。”王星磊认为，让孩子们从小学中
文，不仅是在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更是让他们
探索学习方法。“学习中文是特别的体验，我希望
孩子们能喜欢上这个过程，可以为未来学习新的
技能提供借鉴。”

中外结合家庭的孩子们：

中文不能丢 学习有窍门
吴思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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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焱的女儿们 （左一、左二） 利用暑假回中国参加短期汉语培训班。

王星磊 （右一） 和家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