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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65 年招收第一批越南留学生起，首都师范大学的国

际中文教育事业已经走过了 56 个年头。从白堆子、乙平房到国

际文化学院，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代的中文教师牢固树立“立

德树人”的中心任务，认真教学，潜心育人，培养出了一批批知华、

友华、爱华的国际中文人才。他们中有的成为了驻华外交人员，

有的担任国家元首的翻译，有的叱咤商界与职场，有的手执教鞭，

默默耕耘在三尺讲台……虽然他们职业不同，身份各异，但是都

有着同样的信念和自觉，那就是要用好中文，把自己对于中国的

感知和对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积极传播给所在国家的人民。

近些年来，国际文化学院在总结学校国际中文教育历史经验

的同时，持续探索，开拓创新，逐步构建起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当代中国文明为内容，以“润心育人”为理念，以“三阶段、

四模块”为框架的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

国际文化学院坚持以学生的文化产出为导向，在输入阶段坚持“拟

序



好一份教学计划，写好一篇教学自评，编好一条教学例句，打造

一批文化课程，建设一批创新基地，共享一个资源宝库”，在输

出阶段实现“用心拍好一张照片，用情写出一篇作文，全心投入

一项竞赛，深情讲述一个故事，深刻体悟一次实践，志愿献出一

片爱心”。实践证明，这一人才培养体系不仅让学生获得了良好

的语言技能和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能够引导他们走出校园，走

进社会，去感受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去感知发展中的北京和中国。

北京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还极

具现代化的魅力。北京不仅有着青砖碧瓦掩映下的古迹名胜，还

是多元文化交融荟萃的圣地。每一位在北京学习、生活过的留学

生都会情不自禁地被她所吸引，每一位想要来中国学习的海外学

子也都盼望着在北京开启一段美好而又难忘的旅程。他们热爱北

京，但是如果你要问他们为什么爱北京，又是怎样爱上北京的，

100 个人中或许有 100 种答案。不过，虽然理由不一，但是他们

对于北京的爱是纯净的，是温暖的，是真挚的，也是持久的。

为了鼓励留学生讲述他们的北京故事，国际文化学院已经连

续举办了四届“我与北京”征文活动。虽然始于 2020 年初的新

冠疫情迫使我们的中文教学从线下搬到了线上，但是同学们参加

征文活动的热情没有降低。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同学们踊跃

报名。学校将作品推荐到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的“我与



北京——爱上北京的 100 个理由”主题征文大赛，最终有半数以

上作品获奖。

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读到这些优秀的作品，为了让更多的

人读懂这些留学生对于北京的热爱及对于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

我们决定将这些作品汇编成册，并公开出版。

感谢学院每一位任课教师，是你们的用心用情让同学们友华

爱华的种子生根发芽。感谢每一位指导教师，是你们的圈圈点点

让同学们真挚的情感得以自然而又准确的表达。感谢北京市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和老师们，是你们精心策划的高水平竞赛让

同学们有了用中文讲好中国故事的优质平台。感谢华语教学出版

社愿意出版文集，这是一种情怀，让人倍感温暖。感谢为了文集

的出版而付出的每一位领导和老师，我们都是国际中文教育这座

大花园里的园丁。

                                               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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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美丽的套娃

艾琳（意大利）

一想到北京，我就联想起了俄罗斯套娃。北京作为中国

的首都，看起来只是一座繁忙的现代大都市，可是她还有兼

收并蓄的特点。北京既是现代化的首都，又是传统的城市。

她因具有魅力而闻名，同时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城市。

我爱上北京的过程就像打开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开

始，北京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但是不深刻，探索下去，我就

慢慢地发现了这座城市方方面 面的魅力。

最外面的娃娃是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北京。一踏上

北京的土地，我就被似乎刺破天空的玻璃摩天大楼吸引住了。

那些“玻璃巨人”，比如朝阳区的中国尊和中央电视台总部，

虽然建筑风格现代，但是却让人有一丝神秘的感觉。落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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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晖洒在高楼的玻璃上，那种感觉令人着迷，简直太美了！

在我的心目中，北京的高楼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高楼都有

自己的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它们又能够和谐地相处在一起。

如果把最外面的娃娃打开就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娃娃——

传统文化孕育的北京。北京的每个角落都讲述着城市的悠久

历史。无论在哪儿，你都会找到红墙绿瓦错落有致的殿堂宙

宇寺院、繁华掩映下幽静的胡同、气质高贵但生活气息又很

浓郁的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北京民俗的标本，那里的浪

漫气氛一直让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受。大街小巷遍布着大

小的摊位，到处充满了笑声。虽然北京的生活节奏快，但是

只要进入一条胡同或者一个四合院，你就可以静下心来享受

时光的流逝。

沿着北京的秘密继续探索下去，可以找到它的“绿肺”。

在城市中林立的高楼之间，隐秘的形形色色的公园是北京最

迷人的地方之一。公园里有湖泊、溪流、寺庙、塔楼、花卉，

简直就是人间乐园。公园是北京最吸引我的地方，记得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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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座公园散步，总有一种身处平行时空的感觉：我把所有

的烦恼和责任暂时抛到脑后，内心也便顿时充满了喜悦。到

北京之前，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去公园打太极拳、跳舞、

锻炼身体，或者打麻将、打扑克，这一点让我记忆深刻，永

生难忘。

你继续打开下一个娃娃，就可以品赏北京的味道。很多

人认为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品尝地方风味是最简便的

方法。在北京的时候，我品尝过各种各样的菜肴。北京因小

吃而闻名，小吃品种繁多、味道独特。小吃店遍布南锣鼓巷、

簋街、王府井、牛街、前门附近的胡同。我最喜欢的小吃是

脆麻花、糖火烧、炸酱面和冰糖葫芦。为了品尝美味佳肴，

我常去当地人才知道的小吃店。记得有一天我在牛街散步，

刚巧碰到一群在一家面包房前面排队的人，我好奇地也跟着

排队。然后我发现，那么多人之所以在那里等着，是因为那

家小店的清真烧饼又新鲜又便宜。在北京你可以不断地发现

新的事物、秘密，或者隐藏的角落。这就是我爱上北京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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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由。除了小吃，在北京还可以品尝烤鸭的味道。烤鸭是

北京的代表菜之一，味道很特别，享有国际盛誉。俗话说得

好：“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最后打开的是北京声音的娃娃。在这里，你可以欣赏活

泼、高亢、悦耳、圆浑的京剧，也可以听到别样的声音，比

如堵车时汽车和电动车的喇叭声、发动机的轰鸣声、人们的

呼喊声，等等。你还可以听到快递员的招呼声，又或者繁华

热闹的夜生活中，年轻人活泼愉快的欢笑之声。

我之所以爱上北京就在于这些特点。我觉得我跟北京的

爱情之旅还很长，我们的热恋仍将继续！我期待着继续把剩

下的娃娃打开。

北京，你是最美丽的套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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