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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九月的叶马尔湾深邃幽蓝，波光点点。坐落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市郊区的“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宛若一艘洁白的帆船，面
朝大海，拥抱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

十年前，一群来自四川等地震灾区的孩子曾在这里接受
疗养。一双双原本天真烂漫的眼睛，在灾难中蒙上阴霾。“海
洋”敞开怀抱，为这群孩子擦去泪水，抚慰伤痛。离开时，一双
双眸子洗去灰尘，渐渐变得澄澈安宁。

十年后，应着声声海浪的呼唤，几十名已经长大的他们重
返这片爱的海洋。目光里，多了温暖和笃定，满含感恩与希望。

他们的故事，讲述着中俄友好的深情厚谊，更展现着跨越
山海的人间大爱。

人间大爱 “海洋”见证

走进“海洋”中心餐厅，一幅幅中国儿童疗养期间的照片
格外醒目。生动的面孔、灵动的眼神，定格一段段温暖的记忆。

2013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曾在莫
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台上讲起“海洋”的故事：汶川地震后，
俄罗斯第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邀请灾区儿童前往远东等
地疗养。2010 年，他曾访问“海洋”全俄儿童中心，“中国孩子
亲身体会到了俄罗斯人民的友爱和善良，这应验了大爱无疆
这句中国人常说的话……”台下听众为之动容。

时间回到 8 年前的那个初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
俄期间专程前往“海洋”，深情致谢：你们精心呵护，细心照料
灾区小朋友，让他们忘记悲怆，重建心灵家园。

受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邀请，1500 名来自四川等
地震灾区的孩子于 2008 年、2009 年分两批赴俄疗养，其中一
半以上前往“海洋”。

习近平拿起中俄儿童共同制作的小帆船，凝望着照片里
携手作画的孩子，不禁感叹：中俄友好的种子在他们幼小的心
灵中生根发芽！在儿童中心礼堂，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你
们都是中俄友好事业的传播者、建设者和接班人，你们开辟了
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新途径。”

正是中俄领导人的共同关怀、惦念和行动，让“海洋”的故
事成为中俄友谊的一段佳话，化为孩子心底的美好回忆。

那是怎样五光十色的 21 天呀！太多新奇体验，太多难忘
记忆，“每一天都是那么新鲜，充满希望，就像盛在白色瓷碗里
的红菜汤。”

23 岁的薛雪至今保留着当年兴趣课上做的相框。第一次
游泳、第一场滑冰，第一首俄语歌……每天都那么充实有趣，
随时被呵护宠爱，心里踏实又幸福。有小伙伴吃不惯面包黄
油，第二天餐桌上就多了面条和辣椒酱。“冰淇淋和巧克力特

别好吃，那个胖了 8 斤的小孩就是我。”她露齿大笑，眼睛眯
成一条线。

青川县女孩尹泓燕在地震中失去外婆，眼中满是忧伤。
辅导员每天陪她散步聊天，把自己的贝壳项链挂在她脖子
上。一场精彩演出过后，她看到老师的黑眼圈才知道，他们
熬夜排练节目，想带给大家欢笑。她抱住老师哽咽说“谢
谢”，在日记中写道：外婆，你放心走吧，我又学会笑了……

沐浴在爱的海洋里，这群中国孩子们逐渐走出阴霾，恢
复生命的元气，获得宝贵的精神财富。分别那一刻，紧握的
手久久不愿松开。泪光中，他们与俄罗斯老师和小伙伴们相
约：十年后，回到“海洋”相聚。

“我们会回来的。因为我们是‘海洋’的孩子。”

架设心桥 点亮梦想

“海洋”儿童中心流传着一个漂流瓶的故事，述说着中
国孩子与“海洋”绵长而奇妙的缘分。

2008 年结束“海洋”之旅时，一个小男孩把心愿装进漂
流瓶，投入大海。4 个月后，中心老师在海边捡到一只漂流
瓶，里面写着：“我爱俄罗斯……”

2014 年，“漂流瓶”的主人、北川男孩席浚斐重新回到
“海洋”身边。他获得奖学金，在时任“海洋”中心主任马尔佐
耶夫的帮助下赴俄留学。

“在‘海洋’的经历，让我对未来有了希望，有勇气面对各种
未知。”迎着海风远眺，23 岁的席浚斐眼神沉静，显现出超越
同龄人的成熟。他感慨，正是当年的 21 天，才有了如今的圆
梦之旅。这名远东联邦大学的大四学生打算读完研后返回
家乡。“我们这一代要肩负起发扬和传承中俄友谊的重任。”
十年间，“海洋”之爱，指引这些孩子发现自我，寻找生命

的意义。在中俄双方共同关爱呵护下，他们茁长成长，开启美
好人生；当年播种心间的中俄友谊种子，如今已是枝叶繁茂。

24 岁的董璐眼神温暖，笑容甜美，大学毕业后当了一

名小学外语老师。当年儿童中心的“临时小翻译”，如今有了
更强的责任心，想让更多孩子“通过语言看到更广阔的天
地，架起沟通中外的友谊桥梁”。

24 岁的德阳小伙肖宇挎着相机，干练成熟，如今是什
邡一家报社的记者，热心公益和志愿服务。当年的辅导员玛
莎点亮了他的人生理想：做记者，记录世界的真善美，当志
愿者，帮助他人。“如今，我通过努力实现了心中的梦想。”

“海洋”之爱，是中俄友谊历久弥坚的见证，是人文交流
硕果累累的缩影。俄罗斯民众没有忘记，别斯兰人质事件
后，中国政府邀请受害儿童前往中国康复疗养，悉心照料；
“海洋”中心师生多次受邀访问中国，受到热情接待；继中俄
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媒体交流年之
后，双方迎来地方合作交流年的精彩开篇……

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曾用“松竹相依”形容俄中世代
友好的美好意象。他曾说，要保证两国友谊后继有人，必须
从现在就着重建设“俄中友好接力棒工程”。这样，今天种下
的幼苗才会像松树一样巍然屹立，像竹子一样牢牢扎根。

传承友谊 扬帆远航

这段时间，“海洋”儿童中心喜气盎然。在中心成立 35 周
年之际，一些曾经在这里疗养的灾区孩子即将重返“海洋”。

十年之约，梦想成真。
儿童中心老师科乌洛娃和同事忙碌着，筹备着，期盼与

中国孩子们重聚。教室的展板上贴着红色剪纸和书法作品，
不时可见的中国元素提醒人们铭记这份情谊。

对科乌洛娃而言，十年前的一切恍如昨日：孩子们刚来
时不敢跟人对视，低头沉默的样子让人心疼。老师们制定专
门疗养计划，帮助他们“找到本该属于孩子的快乐和无忧无
虑”。十年后，她要看看孩子们长高了多少，模样变了没有。

千里之外的四川，22 岁的蔡文晴正在争分夺秒苦练俄
语。她要用俄语向“海洋”的老师们讲述这些年的成长，表达
内心的感恩。

曾任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副部长的先秋林感叹，接待
中国灾区儿童赴俄疗养，早已超越帮助孩子身心康复这一
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孩子们心中播下中俄友谊的种
子，如今已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作为中俄友谊的亲历
者、见证者、传承者，他们正把这份真爱不断延续和传递。

心灵的相通，情感的相依，让中俄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
础更加坚实，为双边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精神支撑。两国元
首的战略引领和亲身躬行，为促进人文交流、延续世代友好
注入强大动力。欧亚大陆上两个国土面积最大的邻居，并肩
走过风雨，心怀共同梦想，携手迈向未来。

“任时光流转，让记忆永存。我们会忠于朋友，我们心灵
彼此相通。这难忘的‘海洋’啊！”当年，一个中国孩子离开“海
洋”前，在留言簿上写下真情告白。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水滴，聚成涓涓细流，汇入中俄友好
的江河海洋。在这片广阔的蔚蓝中，中俄关系的大船，正劈
风斩浪，扬帆远航。 (执笔记者：韩梁、辛俭强；参与记者：
周相吉、吴刚、李奥、栾海)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在 爱 的 海 洋 里 成 长
记“海洋”全俄儿童中心接收汶川地震灾区儿童疗养十周年

▲薛雪展示当年在俄罗斯接受疗养期间的照片（ 9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坤摄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记者孙萍、刘赞、
于荣)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定于 11 日至 13 日
在俄罗斯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俄“向
东看”战略的逐步落实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正在给东北亚地区合作带
来和平与发展的新机遇、新动力。

中俄蒙发挥示范效应

去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上，中俄签署农业开发合作协议，在俄罗
斯远东地区的犹太自治州打造生态农业园。如
今，农业园已经初具雏形，收获的首批大豆将通
过边境口岸运往中国东北地区。

目前，中国已成为俄远东地区最大的投资
来源国，大批中国企业落户符拉迪沃斯托克自
由港和远东跨越式发展区。

俄罗斯申通公司负责人陈刚说，“一带一
路”倡议与俄罗斯正在实施的远东开发战略为
中国企业参与俄远东开发提供了机遇。

与此同时，中蒙俄三边合作也令人瞩目。目
前，三国正加紧落实《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
纲要》，着力推动经济走廊建设和三国毗邻地区
次区域合作。

远东开发合作、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等，令
东北亚国家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实实在在的
成果，起到了示范效应，为东北亚地区合作注入
了新动力。

韩日看好“一带一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力与日俱增，韩
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
兴趣。

韩国总统文在寅去年 12 月访华期间表示，
韩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韩国庆南大
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李相万认为，“一带一
路”建设有助于韩国扩大对外合作与贸易，也有
助于未来的韩朝经济合作。

在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正面评价逐渐
成为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多个场合表达
对“一带一路”的期待，希望与中方积极探讨
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日本筑波大学
名誉教授进藤荣一表示，现在日中关系面临改
善的重要机遇，日本经济界对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呼声很高，日中两国在合作方面存在
巨大潜力。

加强合作大势所趋

观察人士认为，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
“一带一路”建设有望为东北亚地区带来新的发展前景，进一步促
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梁亚滨说，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大背景下，加强东北亚地区合作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大势所趋。
可以预期，“一带一路”将
在东北亚合作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参与记者：
吴刚、耿学鹏、宗巍、马曹
冉、王可佳、王晨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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