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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青年：

2017年 7月 ,25岁的北

京女孩张斯然辞去了电视记

者的工作, 加入联合国难民

署驻华代表处, 开始从事代

表处的对外传播工作。

同一个月 ,26岁的山西

男孩孙乾放弃了国外法学院

的录取通知书, 在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实习半

年后 ,得到了转正机会,先是

担任法律顾问, 后又转任监

控与评估官一职。

一年后的 7 月,24岁的

上海女孩陈一麟抵达纽约 ,

开始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实习 ,负责社交媒体运营工

作。

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的中央, 越来越多的中

国青年也走进国际组织的平

台,书写人生价值,贡献中国

力量。

张斯然对联合国的向往,源

于一篇小学语文课文———《一个

中国孩子的呼声》, 讲的是一名

中国蓝盔战士牺牲后,他的孩子

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表

达了全世界的孩子呼唤世界和

平的心声。

这颗种子, 在张斯然已经有

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之后,依

然在发芽,直到结了果。“能在联合

国难民署工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伟大事业尽一份微薄之力,我感

到非常荣幸。”张斯然说。

陈一麟却曾忽略世界之

“大”。那些待在地图“犄角旮旯”

的“小国”,一度在她心中没有存

在感。直到她来到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看到他们发起的校园暴力

调查问卷中,有“不知名”国家的

少年倾诉自己的遭遇。陈一麟内

心很受触动:“世界上有这个国

家,这个国家有人民,人民有自己

的人生。一切都很真实。”

而陈一麟的同事们,一直以

来都在关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

们 ,并为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付出

切实的努力。“联合国的使命这

时变得非常真实 ,也改变了我对

世界的看法,关注到平时不可能

关注到的人。”陈一麟缓缓地说,

“我的世界版图变大了。”

一直从事新闻与传播的张

斯然在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

处工作近两年来 ,越来越能理解

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她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

界前所未有地互联互通,没有任

何国家、任何人可以安安静静做

一座孤岛。战乱冲突、流离失所、

气候变暖等全球挑战都需要全

球方案。而她,正是在为此而添

一点柴、加一片瓦。

“我的世界版图变大了”

“比昨天的自己有进步就应该知难而上”

孙乾的同事,除了中国同胞,

还来自瑞士、意大利、挪威、斯里

兰卡等国家。许多同事毕业于国

内外名校,专业背景涵盖国际关

在国际组织大家庭中工作 ,

这些中国青年会更留心来自祖

国的“娘家人”。

去年联合国大会期间, 联合

国总部大楼走廊竖立着专门介

绍中国扶贫理念和经验的展板 ,

精准扶贫、扶贫先扶志的理念,扶

贫车间模式深受各国推崇。作为

大会志愿者, 陈一麟激动地擎起

五星红旗一角, 笑容灿烂地与国

旗合影。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南

南合作机制, 中国的援助资金、

人才和项目在全球落地 ,中国蓝

盔战士成为战地难民一看见

就竖起大拇指的和平守护神。

张斯然在采访了一位在南苏

丹执行维和任务 4 年的蓝盔

战士之后,圆了儿时的向往 ,更

为祖国这一负责任的大国深

感骄傲。

联合国开发署的国际论坛

上,孙乾和同事们分享了中国的

“南南合作”经验。会后,老挝、斐

济、缅甸等国代表向孙乾走过

来 ,请他再多介绍些中国在“南

南合作”领域的最新行动。那一

刻,让孙乾感受到国家荣誉与个

人荣光的休戚相关。

令孙乾难以忘怀的,还有联合

国开发署纽约总部同事们返程前

的“告别语”:中国籍年轻同事们仿

佛有着不竭的工作激情和责任

心, 这种蓬勃向上的热情使我们

十分振奋。

建功世界有我, 我有奋斗青

春。这些奋斗在国际组织中的中

国青年,用自己的勤恳、坚韧、智慧

和责任心, 塑造出有口皆碑的职

业群像。更广阔的舞台,更重要的

职位,更辉煌的未来,正召唤着这

些年轻的追梦人。 (王若辰)

“中国籍年轻同事们仿佛有着不竭的工作激情和责任心”

系、公共政策、经济、环境、法律

等。孙乾乐于挑战的性格,让他很

享受多元碰撞、“高压”工作的氛

围。

“火花往往就是碰撞出来

的。”孙乾说,在联合国系统工作,

同事们通常不会惧怕和回避不

同观点、多元文化之间的“碰撞”,

反而会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

并倾听和接受别人的观点, 和而

不同。

当然 ,碰撞的除了火花,还可

能是“碰壁”。

孙乾坦言 , 刚到联合国开

发署驻华代表处工作时 ,他难

以跟上外籍同事发言讨论的

节奏 ,明明自己有话说却插不

进同事们的讨论 ,很让孙乾沮

丧和失落。

大洋彼岸, 陈一麟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的小组会议上, 也一

头雾水,全程没说上几句话。“不

仅是语言和口音问题。大家讨论

的网红我也不熟悉, 能把所有人

逗笑的笑话, 我也不知道笑点在

哪。”陈一麟说。

作为所在小组“史上第一个

实习生”,陈一麟最初几天都没有

明确的工作任务。可她“不甘寂

寞”,凭着对同事工作的观察与学

习,她主动请缨,撰写了儿童基金

会各国办事处社交媒体账号对

世界母乳喂养日主题宣传情况

的分析报告。

陈一麟的报告收获了同事

们的“花式”赞美。

“你的报告做得真好!”“也发

给我一份行吗?”“能给我们开一

个经验分享会吗 ?”“我们团队的

项目,也邀请你参与。”

这些话, 让陈一麟的成就感

油然而生。“我做了大量工作 ,幸

运的是,我的努力没有白费。”陈

一麟说。

孙乾也在努力着。今年 3月

底, 纽约总部团队来到开发署驻

华代表处, 对过去 4年在华执行

项目的运转情况开展为期 3周

的调查评估。孙乾和他的团队承

担了活动的总协调任务。

3周里,孙乾和同事们通力

协作 , 最终安排了 80多场访谈

和全国 8个关键项目点的实地

走访。平均每个工作日 6场访

谈 ,访谈之外还有出行、食宿等

后勤工作。孙乾 24小时待命,如

弦上的箭 , 随时准备冲到最前

线。

评估结束后, 纽约总部的同

事专门给孙乾和同事们发邮件,

称在中国的 80多场访谈没有一

场“发生事故”,是他们经历过的

“最顺利、组织最好”的评估活

动。这句话,也足让孙乾心中升腾

出成就感。

挑战和压力 ,沮丧和挫败,没

有绕过奋斗在联合国里的中国

青年们。“但任何一份工作都是

有着挑战和困难的, 只要比昨天

的自己有进步就应该知难而

上。”张斯然的话,也许是这些青

年们共同的心声。

在海南万宁兴隆华侨农场，

说到金椰子，人们都会对马来西

亚归侨蔡国伸出大拇指，称赞他

是金椰种植与收益“第一人”。

初见蔡国，70多岁的他正戴

着草帽在烈日下打理金椰苗。走

进他的金椰庄园，16亩土地上种

植了 200多株金椰树，硕果累累。

林下还套种了荔枝、龙眼、菠萝蜜

等热带水果。

1951年，7岁的蔡国随父母

从马来西亚回国留在海南万宁兴

隆华侨农场，之后蔡国在兴隆种

水稻、胡椒。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兴隆华

侨农场启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试点，选了 5个人，我就是

其中一个。”蔡国承包了农场 10

多亩土地开始种植农场引进的泰

国金椰。

金椰子是绿矮椰子中的一个

特异变种类型，其最大的特色是

糖分含量较高、椰肉细腻松软、营

养丰富。目前，金椰子经济价值

高，在海南市场供不应求。

蔡国把当时身上所有的

2000 元积蓄都投入到金椰的种

植培育中。“没有钱请劳动力，我

们一家四口就全上阵。”蔡国和妻

子住在园区的一间 10多平米的

瓦房，悉心照顾这些金椰树。“然

而 5年后，金椰出果，因为它个头

小、椰汁甜度不够、椰肉少，鲜果

三毛钱一个都没人要。”

虽然起步艰难，蔡国没有灰

心，他多次到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椰子研究所向专家请教，阅读

大量相关书籍，经过几年的摸索

和实践，他终于掌握了金椰的种

植方法。改良后的金椰价格也随

之上涨。

在一棵不到两米、挂满累累

硕果的椰树前，蔡国说，“这棵金

椰才三年，挂果就这么喜人，靠的

就是科学的种植与到位的管理。”

蔡国介绍道，别人种植的金

椰一株一年结果 50多个，他种的

金椰一株年平均结果 100多个，

产果最多的一株有 300多个，因

其高产质优还获得了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颁发的“椰

子丰产高效栽培技术推广示范

户”证书。不少椰子种植户与外国

农业专家到他的椰子庄园参观学

习，或是请他外出指导。

如今，蔡国每年培育 2000到

3000株金椰种苗，每株可以卖到

60元以上。他把自己的种苗当成

孩子一样精心呵护，卖出优质种

苗之后，他会进行长期跟踪服务，

提供技术指导。因培育出售优质

金椰种苗发家致富，蔡国还盖起

了“椰子楼”。

蔡国说，总结自己的成功经

验主要有三条：一是靠科学技术；

二是农业产业选对路；三是吃苦

耐劳是根本。当前，蔡国还在离兴

隆华侨农场不远的南林农场种植

了 480多株金椰树，带动当地农

民创收。

“金椰已是我生命中的一部

分。”蔡国的庄园里还保留着 20

多年前开始种植金椰时的那间小

瓦房，他说，那是他艰苦奋斗的见

证。 (张茜翼 骆云飞)

马来西亚归侨蔡国勤劳致富结“金椰子”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