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B４ 井冈山 2022年 3月 18日 星期五JIANGXI DAILY
WENHUA GANPO■ 主编 罗翠兰 美编 杨 数B4B410

第 2227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

巴基斯坦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李想
（Muheet）

崇拜周恩来的李想（Muheet）是一个巴基斯坦白人小

伙，长得面如冠玉，轮廓分明，高大英俊。刚来中国的时候

有一点痞气有一点自恋还有一点玩世不恭。他的专业是工

商管理。刚入学，Muheet就展现了非常好的语言天赋，他的

汉语一直是最好的，后来还在江西省留学生汉语大赛中得

过季军。

大二的一天，他急匆匆地闯进我的办公室：“院长，我要

结婚。我疯狂地爱上一位有魅力的南昌女人。虽然她大我

十几岁，离异有孩子，但她美丽贤惠善解人意，我无可救药、

毫无保留、如痴如狂地爱上了她。”他满脸通红，语气急促，眼

睛里燃着一团火，一副深陷爱河不能自拔的样子。我递上一

杯热水，让他慢慢说。Muheet平静了一下，讲起他和女友的

爱情故事：他学费有困难了，她大方资助，他学业苦闷了，她

悉心开导。我说：“你刚到中国人生地不熟，突然有位美女知

心姐姐豪爽相助，你的心肯定很

容易就被捕获了。但你要分清这

是感激还是爱情。就像寒冬夜里

开来一列火车，你毫不犹豫上了

车，看见温暖的灯光，感受车厢的

温 热 ，还 有 美 女 递 给 你 美 食 美

酒。火车太暖了，美女太好了，你

会说，就此停留吧，这就是我要的

家 啊 ，我 愿 一 生 一 世 待 在 火 车

上。但你人生的终点不一定是这

列火车，未来，为了你的理想和远

方，你有可能会下车，有可能会换

乘……”我停下来，看着他。他显

然被这些话触动了。“你再冷静想

一想，一周以后再告诉我你的决定。”

一周后，Muheet穿了一件藏青蓝马甲西服，外面套了一

件正红色的大衣，一脸兴奋地出现在我办公室：“院长，我想

好了，我要娶她。”“很好，如果你选择了她和你一起远行，

就一定要陪着她坐上火车看一路风景，不能脱轨，不能出

轨。无论未来有多少风雨，两人一起承担……不能反悔。

想清楚了我祝福你们。”

成为南昌女婿的 Muheet 一夜长大了，他目光里没了痞

气、少了稚气，多了一份执着和坚定。他学习更努力了，成

绩突飞猛进。假期还帮妻子跑中巴贸易，他精通巴基斯坦

语、英语和汉语，成了妻子的好帮手。但是由于文化的差

异，跨国婚姻难免出现一些矛盾，这对甜蜜夫妻也经常吵架

干仗。每次出现矛盾，Muheet总是习惯性地找我倾诉，我和

院里的老师们两头调解。一年多的磨合下来，他们的感情

更加稳固了，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2020 年寒假期间，Muheet 和几个留学生留在中国。新

冠疫情袭来，他们都报名参加了留学生抗疫志愿者。

南昌航空大学是全省第一个实行全封闭管理的院校，

对外来车辆和人员进行了严管控，门岗设立了体温检测站，

入校人员一要查验证件二要接受体温检测。作为志愿者，

Muheet 亲历了学校抗疫的全过程，更看到了在这场抗疫大

考面前，中国交出的世所罕见、令人敬佩的答卷。他被感动

了。2020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

基斯坦留学生的回信更是让 Muheet 心情难以平复，他说：

“7 月 1 日是我的生日，我有幸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日。来到

中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在中国的这几年里，我感受到中

国人顽强的奋斗精神。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我愿意与中国

人民同舟共济！”

当时学校流行一首歌《我想要入党》。这是 2017 年，南

昌航空大学大学生乐队的几位同学和几位留学生一起创作

的一首说唱红歌。

“嘿，哥儿们

你想要入党吗

中国共产党 建立新中国 那叫一个奇

中国共产党 全面奔小康 那叫一个帅

中国共产党 实现中国梦 那叫一个强

中国共产党 奔向现代化 那叫一个酷

……”

Muheet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中国共产党有其他执政党

都不具备的能力。”他还从学院的老师们身上感受到了“共

产党员”的“质地”。

2020 年，Muheet 考取了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的研究生。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马列，他说：“您还记得

学院安排我们去了井冈山吗？那趟旅行让我想了很多……

还有抗疫，在中国的这些年，我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了

不起，中国道路了不起，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向中国共产党学

习国家治理。”

“马克思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一生，也是震古烁今、永

垂不朽的一生。他曾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

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

大家而献身；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也要用我有限

的生命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关心人民疾苦，我要坚定学好马

克思主义，将来造福于巴基斯坦人民！”这是研究生面试时

Muheet 的一段阐述，我想，他是真的用心在感受马克思主

义，感受中国共产党。

《中国社会》《论政府的义务》《宗教与政治》……读研以

来，巴基斯坦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李想（Muheet）写了很多

论文。这个睿智的青年在思考中国社会，也在思考巴基斯

坦的未来。

帕克（Bun Park）和他的Camazoon
帕克（Bun Park）发来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照片。照片

上，当年那个马云的小粉丝如今沉稳帅气，一副“霸道总裁”

范儿——现在，Park 的身份是柬埔寨知名创业导师、Cama⁃
zoon公司创始人。

2012 年，Park 通过层层选拔，成功申请到中国政府奖学

金全额资助留学的机会。他先在同济大学学习了一年汉语

语言，2013 年转入南昌航空大

学学习，主修航空维修。这个

理工男有着非常好的语言天

赋。2013 年 10 月在首届江西

省外国留学生汉语大赛上，他

以流利的汉语演讲和精湛的

魔术表演荣获冠军，成为校园

里的小明星。毕业那年，成绩

优异的 Park 是全校唯一一名

获得南昌航空大学首届泰豪

奖学金的外国留学生。

上学期间，Park 一面钻研

专业，一面“下海试水”。经常

有柬埔寨朋友托他代购中国

的衣服、鞋子、手表、包包以及各种小商品。他从中看到了

商机：一方面，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生产的商品质量上乘、款

式新颖、物美价廉；另一方面，商品短缺的柬埔寨有惊人的

消费需求。

大二的时候，Park 开始淘他的人生“第一桶金”。每逢

假期和周末，他白天逛万寿宫、洪城大市场，晚上逛淘宝

店。进货资金紧张时，孟加拉同学 Jim、非洲王子 Muham⁃
mad 在留学生同学中帮他筹措资金。他从南昌、义乌、淘

宝、京东进货，然后发往金边。慢慢地，越来越多的柬埔寨

朋友找他代购。单品需求量大时，他从阿里巴巴、京东批量

采购，能谈到更实惠的价格。

Park 还请中国同学帮他在阿里巴巴众多卖家中选货、比

价、“淘宝”，货品确定后，精通法语、英语、汉语的他，同时在

脸书上发布商品信息。因为价格便宜、款式多样，往往很快

就有电话咨询，大多是批量采购的 B 端客户（厂家和经销

商）。客户越来越多，订单越来越大，生意兴隆的Park 很快淘

到了“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他获得了渠道，积累了经验。

2017 年，26 岁的 Park 毕业回到柬埔寨。他租了一个小

摊位，一个人、一张桌子、一台电脑，既当老板，又当客服，还

当快递。他把学生时代在南昌的跨境贸易搬到了金边。

2019 年，羽翼渐渐丰满的 Park 招兵买马，成立 Camazoon 公

司，开始以正规军的阵仗搏击商海。

“Camazoon，是由 Cambodia （柬埔寨）的和 Amazon（亚

马逊）组合的一个单词。但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是柬埔寨电

商亚马逊，而是亚马逊森林。”微信里，Park 跟我解读他公司

名字中所含的深意：“Camazoon 是站在淘宝、阿里巴巴的肩

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背后是整个中国如森林一样广袤、强

大的货源。”

公司经营一段时间以后，Park 又推出了公司旗下电商

平台 Phzar，正式涉足 2C 业务。如今，Phzar作为柬埔寨最大

在线零售平台之一，致力于为柬埔寨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

中国进口产品，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箱包鞋子、户外运动、

流行衣服、办公用品、家具、玩具、书籍、珠宝手表、装饰品和

汽车配件等 400多个品类，超过 10万种产品。

2020 年 后 ，Phzar 转 型 为 2B 的 在 线 平 台 ，做 上 线

Phzarlive项目，致力于网红孵化。Park和他的团队通过出剧

本、拍摄短视频等方式，孵化网红，培养大 IP，帮助厂家商家

做营销、做品牌宣传和直播带货。这样，Park 就打出了服务

B 端客户的组合拳——供应链、品牌宣传和直播带货一条

龙。

当下的柬埔寨，活跃着一批像 Park 这样的精英，他们在

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学习了中国经验和智慧，成为推动柬埔

寨互联网产业前行的内在动力。

喀麦隆的航空工程师陈胜（Tiako）
2013 年，Tiako 作为交换生，从喀麦隆杜阿拉大学来到

南昌航空大学学习。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在足球场上常

常刮起一阵阵旋风，同学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喀麦隆的罗纳

尔多”。然而，足球场下的 Tiako 大多时候静若处子。他是

一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他每天都有问不完的问题：老师，为

什么中国人结婚不戴戒指？老师，为什么唐诗里有春梦，却

没有夏、秋、冬梦？老师，李隆基那么爱杨玉环，为什么要赐

死杨……我常常觉得，他那双大眼睛里永远闪烁着好奇、求

知的光芒。有一次，我讲完《史记·陈涉世家》，他找到办公

室跟我探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说：“陈胜这句话说得

真好！老师，我的中文名字就叫陈胜，好不好？”他做了一个

中国古代将军横刀立马的样子，吟出那句“燕雀安知鸿鹄之

志”。我笑了，说：“为了实现你的鸿鹄之志，你每天都要‘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哦。”从那以后，每天下课之后他都会来找

我补习中文。我把中国成语

故事、寓言故事、神话故事、哲

学家的故事，从刻舟求剑到三

顾茅庐，从精卫填海到夸父逐

日，从庄周梦蝶到两小儿辩日

…… 每 天 一 课 ，给 他“ 开 小

灶”。我能感受到他对中国文

化的渴求，也能感受到他每一

天的进步。他的宿舍里挂着

一幅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 。”他 说 ，这 是 陈 胜 的 座 右

铭。

教学相长，正是因为每天要给 Tiako 翻译讲解，才有我

的中英双语版《汉字汉语汉文化》一书的出版。

经过一年的努力，Tiako 顺利通过 SHK（汉语考级）四

级，他熟练掌握了法、英、中、喀四种语言，这给他打开了多

语视界。

因为成绩出色，Tiako 作为南昌航空大学留学生代表参

加了“一带一路世界航空联盟大会”。2018年 7月，他参加了

在青岛举办的探索太空训练营。回到学校之后，他目标更坚

定，学习更努力：航空工程专业第一名，语言文化课程第一

名，体育第一名……Tiako成了全校留学生的榜样和标杆。

抗疫期间 Tiako 是抗疫志愿者。学校实行封闭管理，引

进了超市给同学们配送食物和日常用品，他每天负责把超市

配送的物品分发到每一个同学手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

收到清华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两所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

最终，他选择了为他提供全额奖学金的西北工业大学。

读研期间，我仍然经常收到他的信息。他把母校老师

当成好朋友，报告他在学习中的点点滴滴：他到重庆凯信德

瑞公司实习了；他参与到某项研究的计划起草工作中了；项

目进展顺利，开始勘察现场了、开始节能评估了、开始进行

技术招标了……令人欣慰的是，在新的学校，在新的环境

中，他仍然像从前一样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从制作技术报

告 PPT 到测试数据，从确定方案到估算成本，从运行维护、

技术支持到验收和技术评估，甚至是编制工作手册和技术

分析报告……每一个步骤他都用心学、用心做。

除了古代的陈胜，Tiako还有一个现实版的中国偶像——

工程师吴希明。Tiako 说，他的理想就是做喀麦隆的吴希

明。我对他说：“中国有句古话，‘苦心人，天不负’，你的鸿

鹄之志一定会实现的！”

孟加拉的卡谋医生（Dr.Kamal）
卡谋医生（Dr.Kamal）不是南航的学子，他与南航结缘

是因为抗疫。

皮肤黝黑、浓眉大眼的 Dr.Kamal 是孟加拉留学生，在南

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硕博连读，因为汉语好且有在中国将

近 7 年学习实践经验，为人忠诚可信，被孟加拉 BSB 教育集

团聘请为孟加拉驻中国教育

总代理。在做代理期间，为看

望BSB学生，Dr.Kamal亲历了

南昌航空大学的抗疫。

后来的情况正如大家所

熟 悉 的 ，中 国 经 过 艰 苦 的 奋

斗，控制住了疫情，但是可怕

的病毒却在全世界肆虐。Dr.
Kamal的家乡孟加拉也遭受着

病毒的蹂躏。他决定回国抗

疫，可是新婚妻子希望他留在

中国，因为“现在只有中国最

安全”。

出 生 在 医 学 世 家 的 Dr.
Kamal 深 知 医 者 的 使 命 。 他

心目当中医生的形象就是钟南山院士那样的。2020 年 1 月

18 日钟南山院士在高铁餐车上的那张照片带给他极大的震

撼，他说：“我是医生，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必须挺身而

出。若能用我所学救死扶伤，死而无憾。”

Dr.Kamal 带着妻子回到疫情笼罩的孟加拉,在人心惶

惶的时候，他说：“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出自

钟南山院士之口，在当年非典的阴霾中，这句彰显医者担当

的话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这句话从 Dr.Kamal 口中说出，也

感动了无数他的同胞。

Dr.Kamal利用自己在中国的所学，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办

法，用莲花清瘟汤药、小青龙颗粒、藿香正气丸等结合西医治

疗，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为他的祖国的抗疫作出了贡献。

时光倒转100多年，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一批批胸怀救国

梦的中国青年远渡重洋，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从 1919年到

1921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共 20 批次 2000 多人。

这些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蔡和森、聂荣

臻、赵世炎、徐特立等中国革命的先驱和新中国的缔造者。

如今，开放的中国，留学进出自由，和遍布世界的中国

留学生一样，来自五大洲的来华留学生校友也是世界的宝

贵资源和财富。

我的外国我的外国留学生朋友们留学生朋友们
□□ 一一 青青

报告文学

汤源村的忧伤

在余干汤源村，谁都知道那口古井。是第

一声鸟语将它唤醒，第一根扁担以最原始的方

式，挑开了薄雾中的门帘。

村东头的晨曦，总在不经意间被人忽略。

竹林深处，陋室陶居睡意惺忪，当悄悄潜入的

光一点一点亮起来，有人慢条斯理地生起了炊

烟。

这时候适合走进菜地，走进田垄，走进次

第盛开的绿色。汤源村的人们，习惯了与脚下

厚实的泥土聊天。泥里有泥，土下有土，泥土

眼里的露珠与汗水平起平坐。

风走云动，岁月的鬓角挂满了越来越多的

离别。躬耕的身影与庄稼并肩的画面，也逐渐

成为多梦失眠的主题。至于百合园，至于乡愁

书苑，时不时选择在深夜低语，或者倾诉。

汤源村的忧伤，是父母的忧伤，也是大地

的忧伤。

塔尾村的稻草人

青石路，篱笆院，网红吊桥，通通植于余干

塔尾村的指尖与掌间。银子湖多么贪玩，一路

披着丰盈饱满的蓝。

我曾错过了北寨河畔的花灯舞与车水谣，

错过了萦绕在三花节里虔诚的祭祀与赐福。

淡竹亭内，横冲直撞的风生出了许多云朵、落

叶与乡愁。

我也曾在老房子门前徘徊，在高高的水车

下，仰望忧郁的南山。上山的石阶，多是通往

天际的。当枝枝蔓蔓袭来，贸然前往的人们谁

不在太阳底下低头？

千万个瞬间，千万幅画面，稻草人都看在

眼里。稻草人站在塔尾村的角角落落，有风

霜，有虫害，还有自言自语的坚毅与感动。白

天或者黑夜，它们擅长宠辱不惊。

塔尾村的稻草人是有灵魂的。目光如炬，

虎虎生风。

小港村与七〇河

小港村不是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小港村

与信江为邻。小港村的名字，就流淌在赣东北

的七〇河。

每一滴水，都那么渺小。汇聚在一起，七

〇河便像一条绵长的腰带，一路唱着欢快的歌

谣。小港村常在水边行走，柔软并且包容，这

些判断全都有凭有据。

我要说的当然不是刚刚荡开了碧波的游

船。络绎不绝的人群侵扰，不是一条河的资本

与荣耀。我所渴望的港湾，应当是将平淡无奇

的日子烙上文明的印记。

即便是两度徒步前往，我依然无法测出村

后山林的高度。但小港村是懂我的。一抬头，

就仿佛看到了我的家门。一转身，湘西南故乡

的模样悄悄发芽。多年前的送别，仍在继续。

七〇河是纤细的。小港村是丰盈的。我

在它们之间行走。

冕山村和着时代的脉搏

穿过冕山大道熟悉的十字路口，就到余干

冕山村的领地了。冕山村以一种俯瞰的姿态，

迎接风尘仆仆的人们。

在冕山村，我试着追忆历史深处的故事，

追忆古代军事与民间文化，追忆绿色古色、乡

愁乡味，直到田园与美食遍地开花。然后一点

一点地分娩，但这着实是一道难题。

冠冕山横。冠冕山横。据说，这可是东坡

居士的手笔。可叹这一路坎坷曲折的行程哟，

有时累垮了腰，有时睁不开眼，有时……除了

汗水，唯有带着尘土，再次出发。

来到冕山之巅，我使劲嚎上一嗓子，或许

便成了诗，成了歌，成了上下求索的册页。因

为历史，想起天下苍生。因为苍生，想起脚下

前行的路。路是远方，路是信念，路是家国，路

也是家园。

如今，冕山村正和着时代的脉搏，在中国

梦里吹响乡村振兴的号角。

在他在他在他乡乡乡
与村与村与村庄对弈庄对弈庄对弈

（组章）

□ 李 晃
每一届留学生来到南昌航空大学，我给他们上的

第一堂汉语课的主题都是：我的理想。我给他们讲我

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的故事，也讲当代商界精英的故事。然后请这些来自

世界各地的青年畅谈自己的理想。我还记得来自巴

基斯坦的 Muheet 说，我要向周恩来学习，为巴基斯坦

崛起而读书。他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李想。他

说，李白的“李”和理想的“理”同音。那时他刚到中国

不久，就学会了用“谐音梗”。来自柬埔寨的 Bun Park
最崇拜的人是马云，他说，他的理想是做柬埔寨的马

云。

“来中国前，我以为，中国人功夫高强，能飞翔

见面以后，才知道，他们早起晚归，健步如飞

我问老师，这是为何？天行健啊，自强不息

老师妈妈，您给我，从中国看世界的眼睛

言必信啊行必果，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

天时地利人和，家和万事兴

老师妈妈，您让我，心潮澎湃，思故乡

我要把高铁快递、嫦娥北斗、天眼 5G，带到故乡

一带一路你我相连 ，一带一路共建共享……”

《我和我的汉语老师》这首歌是我和我的外国留

学生共同创作的，在留学生中广为传唱。是的，在中

国学习的这些时间里，他们不仅看到了“高铁快递，嫦

娥北斗，天眼 5G” ,更懂得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言必信，行必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