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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沿着新丝绸之路而来，“一带一路”倡议给他们带来了更多机会

“一带一路”这头，有个“联合国社区”

本报记者魏董华、屈凌燕

夜幕初临，各类阿拉伯烤肉摊前开始喧闹起
来，阵阵烟雾缭绕；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穿梭
在人流中，围坐在街边闲聊；餐厅、冰激凌店、咖啡
店、理发店前，闪烁着各种阿拉伯语、英语、韩语的
霓虹灯；异国风情的香水味和水烟味交织在一起，
弥漫在空气中……

这里是被誉为“联合国社区”的义乌江东街道
鸡鸣山社区，接近一半的常住居民是外国人，他们
来自全世界 58 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风俗、各
色异国元素交织，是这座浙中小城国际化的一个
缩影。

千百年前，这些外国人的祖辈们见证了中国
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前往中东、欧洲谋求商机。如
今，他们沿着新丝绸之路，来到了它的起点义乌，
在这里寻找财富、生活和梦想。

“国际老娘舅”

1992 年出生的重庆女孩周天灿从小跟着父
母在义乌生活，在她幼年的印象中，义乌是一座从
手摇“拨浪鼓”鸡毛换糖“换出”大市场的城市。在
义乌，她从小听着无数个“从无到有”的创业传奇
故事，也亲眼见证了越来越多外国创业者来到这
里。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各地的
“淘金客”汇聚义乌。这也给了回重庆念完高中和
大学的周天灿一个返回义乌的理由：英语专业出
身，这里又有如此多的外国人，小城市里也许更有
用武之地。

2014 年，周天灿加入了当地同悦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做了一名社工，入驻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
的鸡鸣山社区。

“鸡鸣山社区是 2003 年成立的，记不清是从
何时起，这里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聚集了。”周天
灿说，有一个说法是，最早在义乌经商的阿拉伯人
认为这里是义乌最东边的社区，是太阳最早升起
的地方，出于信仰的原因他们选择住在这里，逐渐
形成了这里浓厚的异域风情。

对于很多初次来到鸡鸣山社区的人来说，会
被社区门口“联合国社区”的标志一下子吸引住。
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在这里走街串巷，也给这里带
来了不一样的国际化色彩。

“我们社区是义乌外商居住最为集中的社区
之一。”鸡鸣山社区党委书记何文君告诉记者，社
区有本地人口 3512 人，外来人口约 2 . 5 万人，其
中包括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2 名境外人员。

为了方便老外生活，社区办起了境外人员服
务中心，每周五次免费培训汉语，从坐公交，到买
菜点菜、看病就医，教的都是最实用的生活用语；
遇到中国传统节日，中心还会举办家庭联谊、文化
周活动，把包粽子、剪窗花、做水饺等中国文化元
素传递给每一个外籍人士。

在社区办公楼的二楼，有一个“中外居民之

家”，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照片，每一幅都定格
了中外居民在这里生活的瞬间。

伊朗外商哈米指着其中一幅照片说，这是他
几年前的端午节在社区举办的“我们的节日”活动
中和中国大妈们学包粽子时拍下的。这位会 6 国
语言的外商如今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外国人代
表”，被大家称为“国际老娘舅”，他的身影经常见
诸媒体的报端和镜头前。

这间“中外居民之家”也成了他调解矛盾纠纷
的办公室。书架上摆满了义乌市政府颁给他的各
种奖杯。见到哈米时，他着一身正装，背个公文包，
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说，鸡鸣山社区里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外商，
他们与同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
设立“国际老娘舅”中外调解室，对外商在义乌工
作与生活起到协调、帮助作用。

“社区还经常组织外商一起参与公益活动，有
的外商免费为中国孩子上外语课，有的为义乌的
老人做饭、洗衣，陪他们聊天。中国人需要帮助，外
商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去温暖。”哈米说。

与鸡鸣山社区办公楼相隔不远就是义乌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这里成了很多来自“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年轻人闯荡义乌的第一站。“语言是他们
要攻克的第一道关。”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老
师冉晓丽说。

就在社区“中外居民之家”的隔壁，一个窗明
几净的小屋里，每到晚上六点，会聚集来自义乌各
地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周天灿说，这是社区同悦社
工组织的汉语培训班，依托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的对外汉语老师们，给在义乌经商的外国人免
费教中文。

从最初的发传单、塞小卡片广告，到如今一个
班有四五十人，这个汉语培训班已经举办了 5 年
10 期。近千名外国人从不会一句中文到能熟练地
和义乌本地人交流。

这座城市有享誉世界的“小商品之都”。在这
个 1100 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中部县级小市，流动着
来自 140 多个国家的 55 万余名外商，其中定居于
此的达 1 . 5 万人。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宗教
信仰、不同饮食习惯的外国人在这里“如鱼得水”。

斯迪卡的“清凉马里”

冉晓丽的手机里一直保留着一段视频，是
2 0 1 6 年第十届浙江外国留学生年度文化交
流———“梦行浙江”活动中，外国留学生表演的一
段精彩的曲艺串烧，有相声、快板等中国传统艺
术，难度颇高。

一位非洲小伙子手里摇着拨浪鼓、肩上挑着
货郎担，嘴里大声吆喝着“鸡毛换糖喽……”活脱
脱一个义乌“洋”货郎。

这位小伙子就是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大
二学生斯迪卡，2014 年他从非洲马里来到义乌的
时候，还不会说一句中文。通过在学校的学习，以
及在鸡鸣山社区外国人汉语培训班学习两个月

后，就已经可以帮助老家的父母来义乌市场上看
货、比价和下订单了。

“最初还要加上手势比画，半年后我就可以和
当地人畅通无阻地交流了。”斯迪卡咧嘴自信地
说，现在完全有信心给别人当导游和导购。

斯迪卡来自马里一个殷实的家庭，是家里的
老幺，还有十来个哥哥姐姐。来义乌之前他在马里
读过三年法律，因为觉得法律专业毕业后在当地
工作难找，在父母朋友的建议下，来中国义乌寻找
机会。

“我父母在非洲做生意的时候，发现很多商品
都来自义乌，在马里人的认知里，义乌是中国知名
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当问及斯迪卡对义乌的感受
时，他感叹了一句：“当时我就震惊了。”

来到义乌之后，斯迪卡最先熟悉的区域就是
义乌的大市场，他至今难以忘记刚看到绵延 4 公
里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时的震惊。“义乌是个小地
方，但是有个超级大市场。”

通过参与社区和学校组织的各种社会文化交
流活动，斯迪卡对义乌的了解也更深了。“我们排
演这个节目，就是想知道义乌从货郎担发展到如
今的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过程。”斯迪卡现在已经明白，鸡毛换糖代表着“敢
闯敢干”的义乌精神。

在鸡鸣山社区，有无数和斯迪卡一样的追梦
人。也许是在义乌创业氛围的感召下，斯迪卡也成
了一个创业者。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涉外人
员服务中心的帮助下，斯迪卡参加了 2016 年义乌
世界商人创业大赛，他的项目“清凉马里”获得了
三等奖。

斯迪卡把他“清凉马里”的商业计划书拿给记
者看，“在热带地区，尤其像非洲的马里、几内亚、
刚果、喀麦隆等国家，终年高温，对冰块的需求量
很大。”斯迪卡说，然而制冰工厂的生产技术落后，
生产成本高昂、效率低下，普通人民对于高昂的冰
箱和冰块可望不可求。

“这个项目是要给非洲国家带去质量好又性
价比高的制冰工厂，让当地百姓享受到价廉物美
的冰块，计划里还有物流系统支持。”但是，斯迪卡
建造制冰工厂的梦想并没有得到家庭支持。创业
的梦想之火并没有熄灭，斯迪卡转而选择了纯净
水项目。

“我们当地的水不干净，流出来就像这样的红
色。”斯迪卡指着一碗茶水说，那里的水远远没有
达到饮用水标准，但当地人都是直接喝。斯迪卡在
需求中看到了商机，他想到了给家乡提供便宜又
卫生的饮用水项目。他用自己的奖学金和大赛奖
金共 9000 元，在义乌购买了水处理机器和软包装
设备，直接发货到马里，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做起
了纯净水项目。他们生产的纯净水产品一大包里
有 60 个 500 毫升的分装小包，售价 60 西非法郎，
约折合人民币 3 . 3 元。

“我现在开始盈利了，已经追加投资，买了一
辆柴油三轮车送货，最终我会实现制冰工厂的梦
想。”

2003 年，哈米也同样怀揣梦想来到义乌做
伊朗丝巾的进口生意。2007 年，他和中国籍妻
子王喧在北京、杭州、金华和义乌奔走了整整 8
个月，终于拿到营业执照，成立了义乌市首家由
外商创办并拥有进出口权的外贸公司，他的办
公地点就设在鸡鸣山社区服务中心边上。

如今哈米已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设了
分公司，把丝巾服饰、卫浴洁具等贸易做到了亚
洲、欧洲和北美洲的许多城市。

繁忙工作之余，钓鱼和赛车是这位 52 岁伊
朗商人的最爱。哈米说：“钓鱼培养我做好大生
意的定力，而赛车让我永远跟上中国的发展速
度，不断抓住新商机。”

在这些外国人眼中，义乌遍地充满了机会。
这里是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和世界商品进入中国
的重要平台。这里汇聚了 7 万多个商铺，180 多
万种商品出口世界 219 个国家和地区。

温暖的故事

鸡鸣山社区在外国人圈子里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越来越大，这里的房租甚至都要比周边高
一点。

“这里生活方便”“这里有我最喜欢的黄焖
鸡米饭”“汉语培训班的吸引力大”“工商学院的
老师和社区服务很好，随时会提供帮助”……无
数外商和留学生提到了他们从老师和社工等中
国人那里得到的无私帮助，以及他们之间发生
的温暖故事。

帮助斯迪卡在义乌站稳脚跟的汉语培训
班，也是吸引老外来到鸡鸣山社区的最大理由
之一。“目前汉语培训班报名人数已满，还要报
名的话得等下个学期了，报名需满足积分制的
条件。”周天灿告诉记者，上到 70 多岁的老人下
至十几岁的年轻人，学习积极性都非常高，如果
和上课时间冲突，外商还会坚决推掉商务洽谈。

周天灿的手机里有 5 个微信群，从 1 班到
5 班，每个群 100 人左右，群里的同学气氛活
跃，除了交流课程内容，给课程提建议，有高兴
的事情和困难，大家都会分享或者分忧。

“老外一遇到事情，第一个就会想到我们，
比如刚来义乌打车的时候说不清地址，去医院
看病不知道挂哪个科的号。”周天灿说，一名来
自巴基斯坦的学员海德，来义乌已经四五年了，
两年前他决定把妻儿都接来义乌定居。但是他
9 岁的孩子是个脑瘫患者，生活不能自理，需要
找个康复机构进行针对性的康复治疗和培训。
在义乌摸不着门道的海德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社
工。

“我们夫妻决定只要一个孩子，想要全心全
意把他照顾好，但是我们担心等我们年老或者
去世后，孩子没人照顾，所以我希望能够有一个
康复机构来帮助训练孩子生活自理。”海德说。

通过频繁的家访，周天灿从亲戚朋友处了
解到，义乌市残联育智学校可以做儿童康复。但

是由于离家很远，海德上班时，妻子一个人无法
完成接送陪同，周天灿又千方百计帮他们打听
到距离近一点的东方天翔医院去做康复治疗。

“社工的工作就是如此，很琐碎，但是通过
我们的服务，大家都成了朋友，结下了很深的友
谊。”周天灿说，义乌有其特殊的地方，就是多元
包容，很多居民家里都住着外国友人。比如鸡鸣
山社区的中国居民们每到春节都会邀请外国人
来家里，这个传统已经坚持 8 年了。

作为汉语培训班的带头人，冉晓丽还是义
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涉外人员服务中心的负责
人。2008 年，她从新疆大学作为特殊人才被引
进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她的专业是哈萨克
语，此前主要教少数民族汉语。

在学生口里，对她的称呼是“妈妈老师”，她
不仅监督他们的学业，还牵挂留学生们的衣食
住行。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生活近况，在“妈妈
老师”心里明明白白。“斯迪卡，谈恋爱不要影响
学习，要给彼此留点空间”“你到底在哪里，马上
要迟到了，快来上课！”冉老师的微信留言，既像
严师又像母亲。

冉晓丽说，到义乌后经她培养的留学生一
共有 3000 个左右，涉及 60 余国家和地区。“我
们培养的学生，其实就是明天跟中国友好合作
的国际力量。”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留学生毕业后，
有的去大学继续深造，有的学成回国创业，有的
选择留在义乌，把义乌当作第二故乡。

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学生杨亚迪毕业后，娶
了个四川媳妇，选择在义乌定居做生意，每年杨
梅和蜜橘成熟的时候就会去亲自采摘，并专程
回学校送给冉老师。

斯迪卡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是留在义乌。他
说，马里人喜欢和中国合作，因为中国近几十年
的高速发展有目共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
带来了很多机会。“毕业后我还不想回马里，我
要先在中国把本领学好，再去发展自己的国
家。”

社区“找茬儿团”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义乌，这里有
越来越多像鸡鸣山这样的“联合国社区”。本地
人“走出去”，外国人“走进来”。

在很多社区里，都可以看到中国居民和外
国人生活在一起的和谐画面。从餐饮这个细节
就可以看出，在义乌经常是一家穆斯林餐厅隔
壁是中餐馆、韩餐馆，从土耳其烤肉到重庆火
锅，各国餐饮杂糅在一起，彼此和谐共存。

“尊重，包容，开放。”在义乌生活了 11 年
后，冉晓丽用这三个词语来概括她理解的义乌。
为何这么多外国人能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此，除
了这里能帮助他们实现致富的梦想以外，快速
融入当地生活是外商们能真正留下来的理由。

义乌这种“双向开放”的格局，不仅吸引着
大批外来寻梦者，更深刻地改变着他们。在周天
灿看来，一开始为了给外商提供更优质的生活
服务，促进跨文化交流，协助境外人员融入社
区，志愿者组织了多项活动。现在，这种“单向输
出”正在变为“双向输出”。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主动投身当地的
志愿者活动中。”周天灿说，去年 12 月 30 日，外
国志愿者们主动前往探访社区的老人，赠送慰
问品，带去节日的祝福。还在当晚举行迎新年庆
祝晚会，来自意大利、伊朗、尼泊尔、摩洛哥等
10 多个国家的几十名境外人员和社区居民一
同参与，齐聚一堂。

不久前，来自哥伦比亚的外商丹尼尔找到
社工沟通，他经营的餐厅每天剩下很多食物，不
知道怎么处理，希望能将一些食物和衣服捐助
给有需要的人，如果有合适的渠道，还可以和在
义乌的哥伦比亚老乡们一起做这件有意义的
事。

来义乌只有一个多月的阿富汗人米尔扎想
把国外流行的“慢跑拾荒者”活动引入义乌。一
边捡垃圾一边慢跑正在成为风靡全球的健身
新潮流。为此，他还专门手画了一份详细的策
划文案交给社工，包括路线、参与人群、如何宣
传等。

“这些活动最早是社工来组织，现在社工只
需要参与协助。”周天灿说，这种变化是因为“老
外们”真正把义乌当作自己的家。他们有时候比
本地人都更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宣传垃圾分类、
消防知识，甚至还成立了社区“找茬儿团”，把社
区需要改进的地方用手机拍下来告诉社工们。

“我们选择在义乌生活，就要学会适应这里
的生活方式，融入这里的生活圈子。”哈米说。

“如今义乌就是我的家。”在义乌经营一家
餐厅的约旦人默罕奈德说，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但平时都会聚
在一起吃饭、出游，就像一家人一样。

义乌，正在向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
们开放融入的大门，在彼此和谐相融中，生长出
新的发展力量。

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逐渐建立起的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也许是对这个“联合国大家庭”
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解读。但是，对于更多人来
说，这座充满机会和梦想的城市中，每天上演的
一个个“人”的故事，才是最迷人的地方。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汉语老师冉晓丽在辅导外国学生中文。

由受访者提供

▲鸡鸣山社区外国人学习制作花式面点。 由受访者提供

夜幕初临，各类阿

拉伯烤肉摊前开始喧闹

起来，阵阵烟雾缭绕；不

同肤色 、不同国籍的人

穿梭在人流中，围坐在

街边闲聊；餐厅、冰激凌

店、咖啡店、理发店前，

闪烁着各种阿拉伯语 、

英语、韩语的霓虹灯；异

国风情的香水味和水烟

味交织在一起弥漫在空

气中……

千百年前，这些外

国人的祖辈们见证了中

国人沿着古代丝绸之路

前往中东 、欧洲谋求商

机。如今，他们沿着新丝

绸之路，来到了它的起

点义乌，他们在这里寻

找财富、生活和梦想

▲位于义乌市江东街道的鸡鸣山社区，被称为“联合国社区”。

本报记者屈凌燕摄

▲鸡鸣山社区“中外居民之家”照片墙。 本报记者魏董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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