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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27日，本报推出创

刊以来的第一个号外，主题：慈母

献肾救女。

ken：来自美国南

加州纳帕市，今年虽然

只有27岁，但却已在济

南生活了6年。在他心

里，济南这座让他长大

成人的城市，已经成为

了他的第二故乡。从来

济南求学，到如今成为

大学的一名教师，k en

的每一个计划都与济

南有关。而在他的未来

计划中，就是要在济南

买房结婚，成为一个地

地道道的济南人。

[
嘉宾：ken

采写：高玉龙

摄影：高玉龙 ]

美国小伙一住六年 想在泉城娶妻安家
Ken说是济南让他成为男子汉，他想成为地地道道的济南人

A 我在济南成长为男子汉
第一次认识济南，是ken在

2009年爬泰山时路过济南，短

暂停留了几个小时。这次除了

趵突泉中汩汩涌出的三股泉

水让他惊叹外，济南并没有给

他留下多好的印象。

“那时候我就是路过济

南，一些地方用脏乱差来形容

并不为过。”ken如此描述他对

济南的首次印象，以致于他后

来回到美国与朋友分享他在

中国旅游的经历时，对济南只

字未提。不过，ken与济南的缘

分并未就此结束。

为了挑战自己，ken在美国

蒙大拿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开

始学习汉语，这一学便学上了

瘾。2010年，想进一步学习汉

语的ken打算到中国留学，攻读

汉语言硕士学位。“当时我不

想到上海这种大城市，因为上

海的外国人太多了，是很难学

好汉语的，所以我就打算到一

个比较小，而且又不会太冷的

城市。”

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济南

朋友小佩得知ken的想法后，便

建议ken到济南来学习汉语。

“小佩的父母都在济南大学当

老师，所以他推荐我来济南，

一开始朋友提到济南，我都不

知道济南在哪里，直到他说趵

突泉，我才想起来我到过济

南，最后我就决定到济南大学

来学汉语了。”

ken与济南的故事便从此

正式开始。“2010年我独自一

人来到济南，这是我第一次一

个人出国在外，也是我第一次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自己租房

子住，而且我也第一次交了

个中国女朋友，那年我才20
岁。但我觉得济南这座城市

让我长大了，让我成为男子

汉了。”已经在济南度过6年
时光的ken，再次谈到济南这座

城市时，已经有了另一种定

义。

C 我想在济南找个媳妇安个家

生活日报是
我的红颜知己

B 我在济南有个老“父亲”
初到济南的几天，ken住在

了小佩的家里。因为ken当时的

汉语水平并不高，当年他并没

能够如愿入读济南大学的汉

语言研究生。“当时小佩的父母

一边帮我联系上学的事情，一边

帮我辅导汉语，也给我找汉语老

师。孤身一人在外的我觉得特别

感动，我当时决定我要在济南住

下去。”

经过一年的汉语学习，ken
顺利在济南大学开始了他研

究生的学习生涯。这期间，ken
也更加迷恋中国的传统文化。

2012年，ken和朋友到英雄山景

区游玩，一位在打拳击的老大

爷瞬间把ken给吸引住了。“那

位打拳击的老人姓张，我看到

之后特别喜欢，我不想走了，

我就想跟张老师学拳击。”

当ken向张老师说了自己的

想法之后，没想到张老师欣然答

应，这让ken感到无比高兴。

不过，当时让ken有点沮丧

的是，张老师虽然同意教ken学
习拳击，但另一位老人却不想

让张老师教这个外国学生。张老

师一气之下便带着ken下山，另

找了个地方，一起练习拳击。“后

来张老师给我发信息说，我之所

以教你，一是想传播我们的中国

文化，二是你一人在外，我也把

你当儿子来看待。”时过四年，当

ken再次说起张老师的这番话

时，依旧充满感动。

而ken在心底也把张老师

当成了“爸爸”。有一年，ken过
春节的时候并未回美国老家，

而是选择在张老师家里一起

欢度春节。“那是我第一次在

中国人家里过春节，感觉特别

热闹、特别开心，张老师也会

在我生日和圣诞节向我问候，

我 会 永 远 的 去 珍 惜 这 份 感

情。”

我是一名最基层的乡村

级宣传文化干部，而且居住在

一个最偏远的深山沟里，担负

着单位里宣传工作。平时里，

由于新闻与文化宣传的原因，

经常与五花八门的报刊打交

道，办公室里摆满了各类名

目的报刊：中央、全国级的，

省 、地 、市 、县级的，样样俱

全 ，应 有 尽 有 ，令 人 眼 花 缭

乱，目不暇接，长见识，开眼

界。

但是，最令我“迷恋”，且

对我指导性最强的却是《生活

日报》。《生活日报》知名度高，

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集

指导性、生活性、社会性、服务

性、信息性、可读性、广泛性、

权威性、趣味性、时尚性、实用

性、综合性和娱乐性“13性”为

一身，耐读耐品，可口可乐，是

我生活和工作上的良师益友

和红颜知己，更是现代文明建

设中的一把“金钥匙”。

可以说，我与《生活日

报》的结缘是难分难解，天

长地久的，“义”比海深，

“恩”比山重，“情”比火

热。记得那是17年前的一个夏

天，我到省城一家媒体去送

稿子，在接待室的桌子上，

发 现 了 《 生 活 日 报 》 。 当

时，我并没有特别在意，只

是有意无意地顺便翻看了一

下。谁知是不翻不知道，一翻

迷住了，让我如获至宝，爱不

释手。当即就恳求她们把报架

上那些已过期了的《生活日

报 》 也 “ 赐 ” 给 我 “ 过 把

瘾”。因为是越看越痛快，越

看越来劲儿，竟然耽误了返程

的班车时间，只得住在省城，

坐第二天的班车回家。

之后，为了长期“过瘾”和

让同事们都能享受到《生活日

报》的“生活节奏”和“文化快

餐”，我便以宣传办的名义建

议党委、政府把《生活日报》纳

入了每年必定的“精品报纸”

之一。

更让我开心和受益匪浅

的是，由于结识《生活日报》时

间长了，与《生活日报》的感情

与日俱增，所以便产生了向

《生活日报》投稿的欲望。有耕

耘就有收获，在报社编辑的热

心指导与帮助下，现在我已在

《生活日报》上发表新闻、图片

及文学作品上百篇。

更令我开心和自豪的是，

在《生活日报》的呵护影响下，

这些年来，我已取得了在全国

各级新闻媒体发表各类稿件

近万篇的优异成绩，因此连

续 3次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

和国家文化部的表彰奖励，

并喜获第十九届《山东省十

佳业余记者》第一名的荣誉

称号。

再次感谢《生活日报》为

我带来的美好每一天。与《生

活日报》相伴，是我永生的幸

福。《生活日报》让我懂生活、

会生活、乐生活，我爱你没商

量，爱你到永远！

读者 马洪利

如今在济南生活了近7年
的ken,已是齐鲁师范学院的一

名教师，身边的中国朋友也越

来越多，刚来济南时的孤单早

已远去。除了上班工作之外，

ken会和中国的朋友一起出去

旅游，“有一次我跟我很好的

一个朋友到印度玩，正好他到

那边也有生意要做，我就给他

客串当起了翻译。”

周末的时候，ken一般都会

跟朋友去爬爬山、去酒吧一起

喝个小酒，而最近ken则忙着锻

炼身体。“之前因为我交的两

个中国女朋友都分手了，每次

分手我都很郁闷很伤心，体重

就会增长，现在我要努力锻炼

身体，我要减肥。”

说到对未来的计划，ken则
坦言要找个中国媳妇，然后在

济南安家。“我在济南上学的

时间，比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

间都长，济南近几年发展越

来越好，我以后就打算一直

留在济南，然后找个中国媳

妇，我妈妈也支持我，她说只

要我过得幸福快乐就好。”

ken也一直都在为留在济

南而努力。“我现在每个月都

要存5000块钱，我想着到明年

这个时候，我就能够买个30平
方的房子了，虽然房价很高，

但我会一直努力，对于济南我

有着很深的感情，那么多的朋

友陪在我身边，我一定会留在

济南的。”

来自美国的年

轻小伙ken已经在济南生

活了6年。从最初对济南的无

感，到如今彻底爱上这座城市，

ken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在他

未来的计划里，他不仅要在济南

安家落户，还要在济南找个中

国媳妇。在他心里，“济南

就是我的家乡”。

鹃读者来信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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