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明鑫

在碧桂园十里银滩幼儿园的

教学楼里，有一面绿色的墙壁。绿

色，代表生机，象征天然，带来希

望。

“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世界

公 民 。 CULTIVATE WORLD

CITIZEN OF THE FUTURE.”

墙上简单的一句话，充满对未来

的期盼。

“孩子们，你们长大后想当什

么？”在课堂上，安琪向孩子们提

了这样的问题。

医生、科学家、老师......孩子

们七嘴八舌地说着。

其中，有孩子提到，她长大以

后想唱歌，当个歌手。听到这个答

案时，安琪不禁笑了笑。

从中学到大学都在学习音乐

的安琪，一直也有个“歌手梦”。在

哈尔滨念书时，她曾参加过国内

一档歌唱选秀节目。不过由于签

证原因，没有参加后续的比赛。对

安琪来说，这是她在中国 11 年里

的一个小遗憾。

但不管以后是否还会参加歌

唱比赛，是否能成为梦想中的“歌

手”，安琪都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很

满意。坐在海滩上聊天时，她望着

海面说道，很感谢在中国的这 11

年，希望能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

“我现在有漂亮的工作、有漂亮的

海”，在她眼里，满是对生活的热

爱，对明天的憧憬。

在惠州十里银滩，海风轻轻

吹过，把安琪对这里的热爱，告诉

了大海。“我哪里都不想去，我只

想留在这里，这是我最好的选

择。”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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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俄罗斯姑娘的中国梦
2009 年，一个俄罗斯姑娘来到中国，从 Angle 变成了周

安琪。11年来，她从中国东北一所大学的交流生，变成一名

幼儿园教师。

她说，很感谢在中国的这 11 年，“我现在有漂亮的工

作、有漂亮的海”，“我哪里都不想去，我只想留在这里，这是

我最好的选择。”

“哇，安琪好厉害！”

2020 年 11 月中旬的上午，

在广东惠州十里银滩的一所幼

儿园里，传出孩子的阵阵欢声

笑语。

这一天，俄罗斯姑娘周安

琪像往常一样，和带班老师一

同为孩子们开展生态种植课

程。身高 182cm 的她，轻松地把

树上的木瓜摘了下来，赢得孩

子们的一声声夸赞。

“Thank you！”面对孩子的

夸赞，安琪也同样热情地进行

回复。互相鼓励，是她和孩子的

日常。

11 年前的安琪，没有想象

过如今的生活。当时的她还在

俄罗斯学习音乐，从未出过国

门。而在往后的这 11 年间，她

从俄罗斯来到中国，从 Angle 变

成了周安琪，从中国东北一所

大学的交流生，变成惠州碧桂

园十里银滩幼儿园的一名教

师。

“我很喜欢这里，和孩子一

起很开心。”安琪所在的幼儿

园，是碧桂园核心联盟企业博

实乐教育集团旗下的一所国际

化幼儿园。在这里，她认识到了

很多和她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

朋友，他们基于不同的原因来

到这里，不过最终留下来，都是

出于相同的理由———“喜欢现

在的生活”。

“我 23 岁来到中国，今年

已经 34 岁了。时间过得很快。”

2009 年的一天，安琪突然接到

老师的邀请，希望她在毕业后，

继续到中国的哈尔滨师范大学

深造学习。当时的安琪非常希

望出国，体验不同的生活。很

快，她就背上行李，来到这个陌

生的地方。

那一年，也是中俄建交 60

周年和中国“俄语年”。

“最开始的时候，中文完全

不懂的。”在东北的那几年，她

慢慢学会了中文的听说读写，

“我的（中文）老师是快递员、外

卖员、商场工作人员等等，不断

让自己多听多说多写。”安琪非

常明确：想在这里生活，必须得

学会中文。

为了更好地融入，安琪很

快拥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安琪

是我名字 Angle 的音译，姓周

是因为这个姓氏很好。”这个名

字，陪伴着她从哈尔滨来到惠

州。

不过，从北到南，最初不是

安琪的意料之内。结束了在哈

尔滨的学业后，她曾到北京等

城市生活。在大城市里，到处是

拼搏的空气、繁华的灯光，以及

挤满人的大街，和圈复一圈的

交通脉络。

安琪很快就意识到，这里

不适合她。向往海滩的她，开始

寻找阳光和大海。

“距离深圳一个小时，这里

非常漂亮，什么都很方便，离海

边很近……”一个偶然的机会，

安琪在朋友圈看到了十里银滩

的租房信息。虽然从未听闻这

个地方，但安琪还是心动了，想

来看一看。

这一看，就是好几年。在这

里，安琪每年有过半时间可以

尽情拥抱大海，畅游海水中，享

受日光浴。

和安琪一样告别了大城市

的繁华和喧嚣，选择来到十里

银滩享受阳光与海滩的，还有

她的同事，来自乌克兰的

Michael 和 Alisia。

2014 年，碧桂园十里银滩

幼儿园正式开园，这也成为了

Michael 开启新生活的新起点，

“我来到中国的第一份工作，就

是在这家幼儿园。”六年过去

了，Michael 一家都留在了惠

州，他的妻子 Alisia 同样成为了

碧桂园十里银滩幼儿园的老

师，他们的儿子也来到中国，在

碧桂园十里银滩学校学习成

长，成为了一个会说流利中文

的小“中国通”。Alisia 提起儿子

时，时常会笑言：“他在家教我

们中文，经常纠正我们的错误

说法，太严格了”。

Michael 表示，他和 Alisia

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住在十里

银滩，漫步可达细软银白沙滩，

四处是绿道横贯，“如果可以的

话，我们甚至想一辈子住在这

里。”

海边小城的慢节奏，让生活

变得很简单。星期一到星期天的

规划，可合并成组，每周重复。

对于大城市的年轻人而言，

朝六晚十的拼搏是日常；而对安

琪来说，朝六晚十的作息则是常

态。早上 6点多起床，7点半到幼

儿园上课，下午 5点幼儿园放学，

6点多回家遛狗，10 点睡觉……

按部就班的日子里，也暗藏

着对生活的小惊喜，为平常的“从

1到 7”增添乐趣。

工作日每天中午 12 点，安琪

都会去十里银滩三期业主活动中

心，和舞蹈团的姐妹们一起跳健

身操。这个舞蹈团，是疫情后期组

建起来的。安琪喜欢跳舞，更喜欢

和大家一起分享舞蹈的快乐。在

她家中的玻璃橱柜，摆放着一个

奖杯，上面写道：“以艺抗疫”桂林

广场舞大赛邀请赛———走进千年

王府砖石奖。每次向朋友介绍这

个奖，她都会拿出一张 20 元人民

币，说：“我就是去那里参加比赛

拿的奖，那里的山和水都很漂

亮。”

到了周末，安琪很喜欢搭乘

碧桂园的楼巴去深圳，作为业主

只需花费 15 元。“我住这里十分

钟可以到海边、到工作的地方，周

末有时间坐车一两个小时，到深

圳、广州逛逛，到哪里都很方便。”

不过在 2020 年初，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安琪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脱离了生活的轨

道”，“那段时间小区管理真的很

严格，什么地方都不可以去，每天

起床都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哪

里都不能去了。”

回忆起疫情期间的那段岁

月，住在广州华南碧桂园的 Mitra

也深有体会。

从小热爱中国油画的 Mitra，

26 岁那年离开印度来到中国，至

今已经有 27 年了。2004 年，她成

为华南碧桂园学校国际部的老

师，并在广州华南碧桂园一住就

是十余年。“这里感觉像一个大家

庭，物业人员努力确保我们过得

舒服。”

Mitra 清晰记得，自己有次买

了非常多的东西，在回家的路上，

一名物业人员见状立马骑来自行

车，帮她把东西拿回家。回顾疫情

防控期间，碧桂园服务还针对疫

情期间宅家的业主，提供菜品、药

品采买；代取快递送货上门；根据

业主需求，对接蔬菜、水果基地，

配送上门，“大家都互相帮助，疫

情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且

更深厚了”，Mitra 如是说。

所幸的是，如今国内的疫情

得到有效管控，各级学校和幼儿

园早已重新开课。得知幼儿园要

开学时，安琪非常激动，“我很享

受和孩子相处的时光，我有时候

觉得，自己就是个孩子。”

安琪的俄罗斯朋友都很好

奇，她是怎么把每个中国孩子都

认出来的。在朋友眼里，中国孩子

都长得很像。不过安琪很清晰地

知道，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不

仅是容貌的分辨，还有性格的差

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亮标

签。

为了让孩子们更轻松地学

习，安琪设置了很多不同的小游

戏，把课程内容融入到游戏中。只

要有提问环节，孩子们都会争先

恐后地举手回答。因为不管答案

正确与否，安琪都会给予夸奖，鼓

励孩子们勇敢发言。

育 有 一 儿 的 Michael 与

Alisia，对儿童教育更是深有体会。

在他们眼里，孩子是一张白纸，能

为更多孩子的成长增添一抹色

彩，是很珍贵的机会。因此，

Michael 特别喜欢幼儿园设置的

课程———以“PYP探究课程”、“双

语教育”、“生态种植课程”、

“STEM 课程”为主导，形成完整

的园本化课程体系，能给孩子们

带来多元、丰富、新鲜的体验，把

他们培养成具有“中国灵魂，国际

视野”的世界小公民。

“我太爱我的学生们了，他们

都是独特的‘宝石’。”在Mitra 心

中，除了向孩子传授知识以外，她

更希望挖掘出孩子的潜力。日复

一日，她都紧紧牵着孩子的手，把

“宝石”打磨成璀璨的艺术品。

在华南碧桂园学校的十余年

时间，Mitra 陪伴着众多孩子的成

长，也见证了学校从一个白纸般

的“3 岁孩子”，成长为荣获“全国

百强特色学校”、“广东省义务教

育标准化学校”、“广州民办教育

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的佼佼者。

走在海边的沙滩上，享受海

风最温柔的问候，一切烦恼似乎

都随之飘走。这座简简单单的海

边小城，让异乡人找到了归属

感，也吸引了更多不一样的游

客。

近日，因拍摄《南京抗疫现

场》《好久不见，武汉》等纪录片

而火出圈的日本导演竹内亮，也

慕名来到惠州十里银滩，开启度

假模式，不仅一日享尽沙滩、游

艇、海鲜，更来到安琪家中做客，

探寻她住在这里的理由。

俄罗斯姑娘周安琪

从 23 到 34

从 1 到 7

从 11 到 11+

2009 年刚来到中国的安琪

安琪和朋友们在惠州

曾经参加一档歌唱选秀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