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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琦就读于中国延边大学朝鲜语专业，当公派留学交

换项目的通知下来的时候，她在庆熙大学和金日成综合

大学之间选择了后者，一个是洋气的韩国，一个是神秘的

朝鲜。在她看来，韩国随时都能去，而深入了解朝鲜，此生

可能仅有这一次机会。

2018 年 4 月，她飞往朝鲜，从飞机上往下看朝鲜，满

眼是五彩斑斓的小房子，朝鲜市民每个季节都会自发刷

一次墙，让墙体时常变换颜色，“朝鲜的建筑让我想到北

欧国家”，飞机上一位做生意的大叔对慧琦说。

五颜六色的建筑渐渐显出轮廓，细节也慢慢清晰，最

后，伴着飞机与地面摩擦的噪音，193天的留学倒计时开

始，“魔幻朝鲜”就在眼前。

我交换的学校是位于

首都平壤的金日成综合大

学，它是朝鲜最高学府，朝

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曾在这

里读书。学校非常大，一进

门是金日成的雕像，校园的

绿化非常好，在路上经常能

碰到小松鼠和鸟，给人的感

觉像大庄园。

学校有电子图书馆和

纸质书老图书馆，它们连通

在一起。其中电子图书馆是

由朝鲜设计师设计而成，它

可以联网，使用的是朝鲜内

部的网络，电脑是Win7 系

统。游泳馆的设施是国家级

的，有国际标准泳道，还有

跳水台。

校园里的石头上刻着

“学习就是战斗”的标语，教

学楼顶上是一排红字“伟大

的金日成和金正日永远与

你同在”，这排字晚上会亮，

领导人的名字还会特定地

放大，我们从宿舍都可以看

到这一排字。

朝鲜本地学生要佩戴

徽章，上面是领导人的头

像。所有的成年女性要求穿

裙子一定要及膝，几乎每条

街道都会有人检查穿着。如

果从正门进校园的话，需要

向金日成的雕像鞠躬，但是

我们经常抄近道去教学楼，

也就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留学生在单独的教学

楼里上课，不与朝鲜本地的

学生一起。走在路上本地学

生不会跟我们搭话，更不允

许与留学生谈恋爱，听说有

个朝鲜人和留学生谈恋爱

了，后来那位同学被金大宿

舍开除了。

金大没有社团，多数时

间都在学习。我们在学校里

学讲读、会话、语法、地理、

写作等几门课程，周一到周

六的上午上课，其他时间用

来写作业或者休息。作为最

高学府，金大有一部分老师

出过国，思想也会相对比较

开放。

朝鲜的学生和公费留

学生在金大读书是全免费，

政府提供最好的住宿条件

和教育资源。学校对公派留

学生很优待，我们有由政府

提供的 500 美元奖学金，其

中有 250 美元是住宿和吃

饭的补贴。食堂的三餐会经

常变换菜式，一般都有四菜

一汤，我吃胖了七八斤。如

果平时在食堂吃腻了，我们

还会出去找地方吃饭，汉

堡、麻辣烫、烤肉、火锅都

有，火锅还是北京的铜锅。

宿舍有点像宾馆，每个

人都有单人床，在三楼的生

活区还配有厨具，烤箱、微波

炉等，还有电视，可以看到部

分国内的电视剧。我们不能

上朝鲜的内网，需要购买昂

贵的可上网的电话卡上外

网，200美元办一张，或者去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蹭网，但

也只能用小部分 app，所以大

部分时候我们较少用网络。

记得有一天宿舍空调

坏了，我热得睡不着，在楼

下跟超市的姐姐说了一下，

然后学校马上就派人修好

了空调。

学校有同宿生制度，校方会挑

出一些根正苗红的朝鲜学生作我们

的学伴，他们大多是家庭富裕的孩

子或者官员子女，且成绩优异，是金

日成大学很优秀的学生。他们与留

学生们在同一栋宿舍的不同楼层，

负责帮助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也有

监视的作用。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换

一批同宿生，换了之后的同宿生不

能再联系我们，因为会有被定为叛

国罪的危险。

除了同宿生之外，我们也不能

接触到其他朝鲜本地学生。同宿生

每天过来宿舍串门，会问我们去了

哪里、干了什么，有些严重的，甚至

会看你的手机，或删你的照片。

在学校里，也有一些来自法国

的、瑞典、澳大利亚、越南、老挝等国

家的留学生。我的前桌是一位来自瑞

典的男同学，他是瑞典第一个来朝鲜

留学的人。他在瑞典学过朝鲜语，曾

经来这里旅行过，后来决定来留学。

我的同宿生姐姐尹珍（化名）比

较特别，她从小在北京长大，高中毕

业以后才回朝鲜读大学。她原本可

以选择留在北京，但是她依然想回

到自己的国家，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这大概源于他们的爱国教育。

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统一去

参观锦绣山太阳宫，是朝鲜已故最

高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日的陵墓。我

们进到灵堂里面，灯光是暗红色的，

灵堂里放着《金日成将军之歌》、《金

正日将军之歌》，旁边有军人守卫，

每个人都要对着领导人遗体的三个

方向鞠躬，去参观的朝鲜人觉得那

刻无上光荣，会激动地流泪。他们对

领导人的尊敬，超乎想象。

朝鲜也有自己的乐队，只不过

朝鲜的流行乐主题大多都是歌颂祖

国，几乎没有关于私人情感的。朝鲜

人是不允许听韩国歌的，但我在宿

舍会放韩国乐队的歌，同宿生来房

间找我，就无可奈何地得听到，她们

会说，“韩国的音乐就是这样，很没

有内涵”。

偶尔我会和同宿姐姐闲聊，聊

到恋爱的话题，我说你那么优秀，那

么多人追你，怎么不谈恋爱？她说，"

自从中国男明星曾小贤出轨后就再

也不相信爱情了 "。我才发现原来

大家都会有感情的烦恼，也会为考

试焦虑，这些方面其实大家都一样。

在我们走之前，留了一些物品

作为礼物送给同宿生姐姐们，她们

当时收了，还说谢谢。送机那天一位

同宿生来找我，“你是班长，给你们

的礼物就交给你吧。”我当时很感

动。那个包裹包得特别严实，用胶布

裹了好几层，拆了之后我发现里面

就是当初我们送给他们的礼物。虽

然我们平时都以姐姐妹妹相称，他

们可能也想和我们好好相处，但因

为有“任务”在身，不能把外国人当

作好朋友对待。

平壤的地铁卡只要 5000 朝（折

合人民币 5 元）一张，可以搭乘 120

次，我经常会出去学校玩。除了军事

地区，手持学生证的留学生可以在

平壤市内自由活动，但偶尔也会被

查学生证。平壤有夜店，像我们的老

年迪斯科一样，里面有很炫的灯，会

放一些英文歌，只有外国人可以去，

大家聚在比较大的房间里一起跳

舞。

凯旋青年公园，里面有跳楼

机、过山车。我们也会结伴去射

击、打保龄球、K 歌、打台球。我在

朝鲜爱上了打台球，台球厅就在

高丽饭店里，台球厅里都是一些

阿姨们，她们穿着包臀的裙子教

你打台球，我第一次觉得打台球

原来可以这么优雅。

我自己平时很喜欢散步，我记

得有一次从大学旁边的商店走出

来，天特别特别蓝，街道很干净，两

旁的树高大笔直，非常绿，好像走在

新海诚的动漫里。有一次，我往锦绣

山太阳宫的方向走，当时听着音乐

非常嗨，突然被街上的协管军人拦

下了，他身上有枪，我当时吓得不

行，说对不起我只是散步，然后他就

跟队长转达了，也没有再为难我。那

次我应该是超出了散步的规定范

围，到了禁区。

我也会散步去清凉亭买东西，

类似便利店的地方，那个地方很神

奇，我想要什么都能找出来。有次我

去买面粉，店里没有，店里的人打了

一通电话，一位老奶奶就背着面粉

过来了。

在朝鲜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货币

有朝币、美元、人民币还有欧元，在

小的便利店都用朝币，饭店、服装店

等会用美元和人民币。如果我们带

朝币出门的话，最少都得带 10 万朝

以上，揣在兜里厚厚的一塌钱，觉得

好富有。本地的商品都比较便宜，但

进口商品会比较贵，比如可乐 2 美

元一罐。我在朝鲜没有见到银行，通

常在宿舍里的超市姐姐那里换朝

币。

平壤人的日常生活也很鲜活，

家庭成员会一起出去野餐，他们会

拿一个小音响，地上放着饭菜，然后

开始跳舞唱歌，我觉得他们还挺快

乐的。平壤大多数人都有手机，有钱

人甚至有好几部手机，有人使用苹

果最新款手机，还有华为、小米、

OPPO 和一些朝鲜国产的品牌手

机，他们大多用来打电话、看电影，

我也在地铁里看到过有人玩类似

《滑雪大冒险》的手游。

我在路上碰到很多小孩，放学

的路上看到有杂草就会去拔，没有

规定，他们很自觉地去做。平壤的街

道非常干净，没有人会往草地上扔

垃圾。

朝鲜的部分居民对外国人有一

些固有的偏见，他们看到外国人会

走远一点，有的父母看到小孩也会

让他们离我们远一点。但也有一些

孩子碰到我们时，会用中文说“你

好”、“我爱你”。

朝鲜人每天只能靠官方的报纸

或者广播来获得消息，2018 年 6 月

12 日，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第

一次会晤，我们已经可以在网上看

到消息了，他们会来问我们。老师也

问过我去北京的机票的费用这类问

题，其实他们都很渴望了解外面的

世界。

2018 年 9 月 9 日，朝鲜举行建

国七十周年庆典，我们在平壤五一

体育场里看现场表演，很幸运被请

到主席台旁边，金正恩一出来，整

个广场的人都在喊万岁，底下是十

万人的游行队伍，有的推着金日成

和金正日的雕像，有的挥舞着旗

帜，有的举着现代化技术的物件，

他们都走着跳跃式的步子，看上去

很震撼。

虽然身处在朝鲜时也有抱怨

过，但离开后，我和同学时常怀念那

里的生活。因为朝鲜的网络不便，我

和朋友的相处回到了最传统的方

式，每天朝夕相处，也不用微信，连

电话也很少打。我去敲你的门，然后

进去坐一坐，或者口头约好某个时

间出门。我们会在阳台上唱歌、弹吉

他，也会一起去散步、聊天，通过聊

天把自己当下的负能量化解掉。这

七个月与同学的相处抵得上在国内

的四年，这样的环境让我们能沉下

心来好好去了解彼此，也让我有了

更多思考的时间，而不是整天面对

外界涌来的大量信息。

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她还太年

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

夸大好的，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

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回来之

后，看到在那里喝过的一种豆奶，或

者走到一条安静的街，看到相似的

树时，我会想起朝鲜的那些景象和

那段时光。

朝鲜最高学府初体验

同宿生制度

朝鲜生活的日常

金日成综合大学

学校环境

中国留学生与朝鲜老师合影

世界在改变，朝鲜也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