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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锴

9月6日至10月6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圣埃德蒙学
校15岁的高一学生迪伦·帕蒙（Dylan Palmer），作为一
名短期“交换生”来到中国，住在我家。之前，我已经在澳
大利亚“交换”了2个月，那个时候就已经和迪伦是“熟人”
了。由于年龄相仿，我们找到了不少共同话题。聊起中
国，他说，之前他在历史课上知道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多
元文化，因此对这里挺感兴趣。他说，“就算没来过也知
道，中国不会太差。”

在短短1个月的时间里，迪伦跟着老师和我的家人分
别去了很多地方：北京、西安、上海、南京、郑州……“中国
太大了，我很喜欢。”在少林寺，武术表演中的刀枪棍拳和
硬气功让他印象深刻。“他们一定训练了很多年才有这样
的功夫，了不起。这是个神奇的国家。”

迪伦也很快喜欢上了中国的美食：北京烤鸭、上海酱
鸭、河南的胡辣汤和肉合……在开封的鼓楼夜市上，他还
尝试了一串油炸蝎子，“太棒了，这是澳洲没有的。”这个中
秋节，是迪伦第一次和中国朋友在一起度过的。虽然秋
雨绵绵，没能看到月亮，但与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品茶、吃月
饼，其乐融融。他充分领略到了中秋节阖家团圆的意义。

古老的中国让迪伦着迷，现代的中国也让他感到新
鲜。从上海到郑州，4小时的高铁之旅让他感到很平稳、
很安全，“太酷了。”在我的推荐下，迪伦用上了微信。“可以
语音聊天、发照片，还能付款，太方便了。”

在学校学习过两年中文的迪伦，已经能够用“你好”
“吃饭”“喝水”“我喜欢你”等词汇与中国朋友进行一些简
单的交流。他说，中文的确难学，但并非遥不可及，只要认
真就一定可以学会。将来，他还想到中国来工作呢。“这是
一个很大很有趣的国家，非常值得来看看。”7

今年50来岁的美籍华人雷博，是省人
民医院眼科研究所的副所长，主要负责科
研工作。说起河南他可一点儿也不生
分。上世纪 80年代末，他在河南医科大
学读完硕士研究生后在一附院工作。90
年代初他赴以色列技术学院攻读博士学
位，毕业后又去美国密执安大学继续博士
后研究。2009年，他先去重庆工作了几
年，最后回到河南工作至今。除了他年事
已高的父母需要照顾以外，河南近年来的
飞速发展，也是吸引他“叶落归根”的重要
原因。

雷博说，河南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正
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河南基础
设施建设、城市化的进程十分迅速、产业
结构趋向合理。科技政策日臻完善、科技
投入不断加大，整体科研力量也日渐雄
厚，硬件设施先进、软件不断完善，自然吸
引了不少像他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回来，发
展事业，报效家乡的父老乡亲。

“回来之后，您对河南的感觉，陌生
吗？”面对这个问题，雷博说，如今的河南
让他感觉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熟悉的是，
他在河南有很多同学和朋友，偶尔在百忙
之中抽空聚一下，发现彼此之间依然有很

多共同话题，就像当年一样亲
切。陌生的是，河南这些

年的变化太大了，高
楼大厦林立、高速
公路纵横、高铁四
通八达。街道也
变得干净多了，
人们的文明素
养也有了很大
的提升。

“ 虽 然 对 这
里不陌生，但它已

经是一个崭新的河
南。”工作之余,雷博也

喜欢到河南各地走走看看，
重新认识和感受这里的魅力。“以后，我就
留在河南不走啦！”雷博说。

吃馒头蘸着“老干妈”，吃饭用筷子，
聊天用微信、QQ，出门不带钱直接“Ali-
pay”（支付宝），骑着在以前难以想象的共
享单车去现代化商场逛一逛，坐在高铁上
看着杯子里的水面纹丝不动，说起网购就
高喊“Taobao”（淘宝）……越来越多的

“老外”，无比和谐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
活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
看作半个“河南人”，并时常骄傲地向朋友
们宣称“I love Henan!”

对我们来说，这，或许也是一种国际
范儿吧。

生活在“地球村”的时代，挺好。2

家里来了“交换生”

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社会制度和自己有很大差别
的外国人交朋友，需要遵循一些国际社会中约定俗成的
交际惯例。

□本报记者 赵大明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物众多”，过去，人们对河

南的印象大抵如此。

刮目相看新河南。今天，当人们踏上这片热土，会不由自主地想

起另外一些词汇：“现代”“时尚”“充满激情”“富有活力”……快速发展的河

南，正张开她的臂膀，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热烈地拥抱整个世界。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河南，旅行、学习、工作甚至扎下根来，每当问起他们想对河

南说些什么，总能得到这样一句回答：I love Henan！他们发自内心地表达着对这片土

地的热爱。这里，也是他们的家。

这里，有家的感觉

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任教的
Heather Dickson，为自己取了个充满
诗意的中文名字“李鹿雪”。谈到在河南
一年多来的工作和生活，这个爽朗、热情
的美国姑娘用中文对记者说，自己在河
南交到了不少朋友，经常有一些年轻的
学生亲切地喊自己“姐姐”，这让她感到
了某种“家庭氛围”。喜欢摄影和旅行的
她，去过洛阳、平顶山，十一黄金周期间
还去了趟开封。“暑假回到美国时，我很
想念这边好吃的鱼火锅，以及陌生人的
笑脸。”

同在西亚斯任教的美国小伙儿
Robert Heckert，来到这里的时间还不
到一个月，也不会说中文，但说起河南，
他还是很兴奋地说：I like Huimian
（烩面）！Robert的老家是加利福尼亚
州，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对这里的
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在他看来，中
国人很有礼貌，说话的声音比较温
和，也很少出现粗鲁的举动。看
来，他对今后在这里的生活充满
了自信。采访之余，他还希望记
者为他推荐一些中国的电视剧。

“与人交流并不一定要通过语言，
很多时候通过微笑和肢体语言，就
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的确，微笑和善意是最有效的沟通
语言，来自巴拿马的 Gisselle Hassan
对此也感同身受。虽然中文说得也不流
利，但开朗而热心的人们让她把当初悬
着的心放了下来。聪明的中国学生总是
帮她学习中文，必要时还会为她提供生
活中的帮助，这让她产生了一种“full
feeling”（完满的感觉）。“我会在这里待
下去，去帮助更多的孩子们追逐梦想。”
Gisselle说。而这也是这里很多外教的
共同心愿。

“中、中、中！”

很多西亚斯的留学生，都为自己取
了个中国名字，比如来自美国的小伙儿
Boiyan取名“姚博研”，来自蒙古的姑娘
Ariunjargal取名“程婧”，印度尼西亚姑
娘Tiara取名“康爱玥”，来自老挝的姑娘
Vatsana 取名“万赛娜”。这些 20岁左
右的年轻人，中文说得比较流利。当记
者提出采访请求时，幽默的姚博研甚至
说起了地道的河南方言“中、中、中！”让
其他留学生们一阵哄笑。

年轻人的业余生活总是丰富多彩
的。他们打篮球、踢足球、弹吉他，或者
加入一些诸如轮滑社之类的运动社团，
万赛娜更是因为喜欢河南文化而加入了
学校的舞龙队。课业不忙的时候，他们

还会到校园之外去感
受中原的魅力。

姚博研去过龙
门 石 窟 ，程
婧 向 记 者
谈起了云
台山的玻
璃 桥 ，马
来西亚姑
娘 Aynura

（方 心 语)、
俄罗斯小伙儿

Ildar（叶民生）、
蒙 古 姑 娘 Yan-

jinlkham（安静）则喜欢到一些老房子、
老街道之间逛一逛。古典风范与现代气
息并存的河南，无疑让这些孩子们大开
眼界，而交通的便利也让他们赞叹不已。

在河南工业大学莲花街校区，留学
生的学生会主席、来自巴基

斯坦的Sheheryar Khan（书立）
一见到记者就用中文说“巴
铁！”在这里已经读了2年研究
生课程的他，去过北京、西安、
甘肃敦煌，不过在他的心目
中，河南的一个地方早就超越
了“景点”的含义，那就是少林
寺。在巴基斯坦，很多像书立一
样的年轻人从小就看过李小龙和
成龙的电影，也喜欢模仿他们的动
作。所谓“天下武功出少林”，来中国之
前，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叮嘱他说，到了河
南，一定要去名震天下的少林寺看看。

“中国人大部分看起来很健康，也很年
轻，身材比例也比较匀称，可能是因为这
里的人们都喜欢运动吧！”

“摇篮！”说起河南，书立的网球搭档、
乌兹别克斯坦小伙儿 Nodir Elmura-
dov(诺德尔)用中文这么说，“中华文明的
摇篮！”在他看来，河南人的友好是非常独
特的，他们从不敷衍，即使是在细小琐碎
的事情上也会提供有效的帮助。自己作
为一个外国人，在这里从未感觉孤单。诺
德尔还说起一件小事：两年前，自己带着
妻子和女儿一起来到河南时，前去接机的
河南朋友很贴心地询问他的女儿更适应
哪些食物，这一点让他非常感动。和书立
一样，在河南的学习生涯也让诺德尔恋恋
不舍，并因此打算在这里读一个博士学
位。据该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外事管理
科工作人员周媛介绍，有意在河南继续学
习、工作的外国学生还真不少。

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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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国朋友打交道的一些基本礼仪

1 信守承诺。“言必
信，行必果”，无论跟
同胞还是外国人打交
道，这一点都是基本
教养。不守信的人，
在哪个国家都不会受
到欢迎。

2 热情有度。虽然“关
心他人比关心自己
为重”“你的事就是
我的事”有时被视为
热情体贴的表现，但
对他人过分关心或
干预过多，很容易侵
犯对方的个人尊严
与个性独立。

3 尊重隐私。与外国友
人相处时，应回避对
其个人隐私的涉及，
不要主动打听外国朋
友的年龄、收入、婚
恋、家庭、健康、住址、
籍贯等信息。

4 女士优先。在社交场
合，男士要积极主动
地以个人的举止言行
去尊重女性、关心女
性、保护女性，时时处
处努力为女性排忧解
难。这样做的人会被
视为教养良好。

5 不必过谦。做人首先
需要自信，对于自我的
评价，既要实事求是，
也要大胆肯定。不敢
承认个人能力，随意进
行自我贬低的人，会被
视为别有用心。

（本报综合）

留学生们在合影中做出“比心”的手势

左图：Heather Dickson在旅行中和
小朋友合影。

右图：Sheheryar Khan浏览中文书籍。

作者和Dylan Palmer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