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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海外学子出国留学时都会因国外文化和生活上的差异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孤独感。再加上平
时只是往来于学校和宿舍之间，两点一线的生活不免枯燥单调。这时，很多留学生会选择加入一些社
团或协会来丰富自己的生活。这样不仅可以广交朋友，还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

留学时 你找到“团队”了吗？
李洪锋
参与学习小组
提高专业技能
出国留学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提高学术水
平和专业技能。是否能够利用国外的资源培养和
提高这两方面的能力是衡量留学质量的重要指
标。很多留学生为了提高学术能力、增强专业技
能，都会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学校的学习小组及
学术类的协会活动。
杨铭现就读于英国德蒙福特大学金融硕士专
业。为了增强金融时事的分析能力，她刚入学就
加入了金融学院的经济和金融协会。“协会经常组
织金融、经济时事讨论会，最近就针对英国脱欧
进行了主题讨论。在讨论会中，会员结合专业知
识对英国脱欧将带给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的经济
影响展开分析，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进行有理有据
的论证。”杨铭介绍说。
参与学术类型的协会，是将理论知识和实践
结合起来的一个有效途径。“我们常常缺乏的就是
对理论知识的运用，而协会举办的学术型讨论刚
好可以弥补这一缺口。”杨铭说。
来自华威大学的肖婧 （化名） 也有同样的体
会。肖婧常常去听一些学术讲座、学术论坛的讨
论，同时也加入了学术沙龙。“一些平时不太清楚
的问题会在讨论中变得明朗很多，同时也会有很
多意外的收获。比如其他学生和学者的某些观点
会给自己带来启发，这对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帮
助。”肖婧说。
可见，积极参与到学术类的小组、协会、沙
龙，和有共同学术兴趣的人相互交流是不断提高
自己学术能力的一个好机会。

我认识了非常专业的老师，有
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而且一
起同行的伙伴也会分享自己打
球的故事。参加高尔夫球社，
让我在学习之余很好地释放了
压力，使我的课余生活变得轻
松有趣。
“
来自华威大学的中国留学
生肖婧 （化名） 表示，她也通
过参加兴趣社团来充实自己的
课余生活。“我参加了古典和现
代舞社团，每周会在固定时间
和当地的英国人一起跳舞。在
社团里，我不仅能够学到形式
多样的古典舞和现代舞，还认
识了很多兴趣相投的朋友。”肖
婧认为，古典和现代舞社团是
一个不同文化互相交流的平
台，“我从小学习舞蹈。在社团
里我们可以展示自己国家的舞
蹈，相互学习，不断提高舞蹈
技能，同时还可以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舞蹈来拓
宽眼界，加深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认识。”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中国留学生
张傲然则表示，留学在外，锻炼身体是生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她常常去健身俱乐部锻炼身体。
“毕竟保持健康的身体才是学习和工作的前提，当
然在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很多兴趣相投的朋友。”
张傲然说。
社团使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因共同的爱好聚集
到一起，提供了一个以兴趣会友、结识志趣相投
朋友的广阔平台。

靠近公益组织
参与社会志愿活动

加入社团协会
发展兴趣特长
除了参加学术类型的活动，留学生也可以通
过参与其他课外活动来发展兴趣特长、拓宽人际
交往圈，丰富留学生活。而学校里主题丰富、内
容形式多样的社团正好给留学生提供了一个广阔
的平台。
杨铭一直喜欢打高尔夫球。在英国留学期
间，一开学他便加入了学校的高尔夫球社团。“我
们社团每周都会组织两三次活动，有专业的老师
指导，从学校到高尔夫球场还有免费的大巴车接
送，所以练球非常方便。”杨铭说，“在社团里，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是年轻人体验生活、
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很多人在留学期间通过参
与社会公益活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在社会公益
活动中，留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当地民众，也
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当地社会。
张傲然介绍说，在美国，很多人热衷于参与
社会公益活动。她选择加入慈济公益组织也是因
为慈济组织常常会有公益活动，参与的机会很
多，内容也很丰富。比如给流浪者发早餐、清理
河道、端午节包粽子卖出后捐款等。“有一次，我
和慈济的伙伴们一起去街上给流浪者发早餐。与

图为志愿者在清理河道。
我想象的不同，这些流浪汉大多并不为自己的流
浪者身份感到悲观。在领取早餐的时候，他们自
觉排队，不会拥挤，也不会多拿，领完之后会说
一声‘谢谢’，很有礼貌。”在公益活动中，张傲
然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当地人，也了解到生活的
艰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也变得更加宽容。
杨铭告诉笔者，最近正准备加入英国的一个
招收护工志愿者的公益组织 Perthyn。
参与公益组织之后，很多留学生发现，无论
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很多需要帮助
的人。比如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年老体弱者等。
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每个人的努
力，才能让身边的环境变得美好。
张傲然说：“我们和慈济的朋友一起去一条小
河做河道清理工作，到了河边才发现，尽管美国
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依然会有一些
地方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社
会上的每一个人去关注、去想办法解决。”留学生
面对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或是遇到环境问题，如
果能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是一份爱心的
体现。公益意识只有落实到实践中才能够真正地
发挥效用。
当然，参加各种类型的社团活动、社会公益
活动也要协调好时间，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适当
地参与才是明智的选择。留学生的主业是学习。
如果因为参加社团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而影响了
正常的学习，则是得不偿失之举。

11月1日是西方传统的万圣节。这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各式各样搞
怪的面具、南瓜灯、咬苹果游戏以及“不给糖，就捣蛋”的习俗是人们
对于万圣节的印象。那么，在留学生的眼中，万圣节是什么样的呢？

给不给糖 都捣蛋！
徐悦邦

精心准备的节日
郭佩珊现就读于英国金斯顿大
学。她说：“大概在一个月前，超市
就已经开始售卖与万圣节相关的小物
品，比如披风、面具以及斗篷等。我
每天都能看到许多人在超市里挑选南
瓜、骷髅头等装饰品。还有一些专门
售卖万圣节商品的小商店，生意也很
红火。最近，我走在街道上，经常能
够看到别人家的庭院中摆放着经过精
心打扮的‘女巫’稻草人。”
张文宇也是英国金斯顿大学的一
名学生，学习时装专业。据她介绍，早
在几周前她便感受到了万圣节的气
氛。
“ 这两周，我们学校在校报上持续
刊登了关于万圣节活动的预告，目的
是为节日预热气氛。上周，学校还安排
了专人扮成小鬼的样子，穿梭在教室
与宿舍之间。有不少人曾在回宿舍的
路上碰见过，据说还挺吓人的。”张文
宇说，
“ 英国人对万圣节非常重视。不
少人会提前买南瓜回家，将其掏空并
做成南瓜灯，在家门的两侧各放一个。
或者在家门口粘上蜘蛛网、放几只蝙
蝠玩具。学校里，一些精通化妆的人
非常受同学欢迎，在万圣节前的几个
星期就已经被人‘预约’了。”
据了解，万圣节并非只在西方国
家盛行，大部分日本民众对万圣节相
当热衷。陈昕宛 （化名） 现就读于日

本关西大学。据她介绍，在每年的
10 月初，日本商店就会推出与万圣
节相关的商品。“日本的商家非常重
视万圣节，因为这一节日背后蕴藏着
商机。一些包装着万圣节装饰的啤酒、
巧克力以及糕点等非常受人欢迎，经
常刚摆上货架没多久便售罄。前几天，
路过一家餐馆，我发现店门口已经贴
有万圣节的海报，上面说在节日当天，
只要穿着万圣节的服饰到该店消费便
能享受打折优惠。”陈昕宛说。

街上热闹非凡
10 月 31 日是万圣节前夜，这是
节日的重头戏，大多数庆祝活动都在
这时举行。“热闹”这个词能够很好
地反映出当时的气氛。
“不给糖，就捣蛋”是万圣节前
夜传统的习俗。“在万圣节前夜，经
常能够看到不少戴着面具的孩子在敲
别人家的门，大人会跟随在他们身
后。这些孩子三五成群，使得平时宁
静的街道热闹起来。”陈昕宛说，“但
现在，这个活动也有不少具体规矩，
比如：孩子必须在大人的陪同下才能
去讨要糖果、不许做恐吓性的恶作
剧；只有门口有节日装饰并点了南瓜
灯的房子，才能上前敲门讨要糖果；
在讨要糖果时，孩子必须始终站在大
门口等待，不许进别人家的屋子；大
人必须检查一下讨回的糖果，未经包

装的糖果是不允许孩子吃的。”
谭皓元现就读于英国伦敦国王学
院。
“ 除了传统的万圣节形象外，英国
人会尝试装扮成恐怖电影中的角色、
卡通人物或者娱乐明星，很少人会装
扮成政治人物。在去年的万圣节之夜，
我和朋友分别装扮成唐纳德?特朗普
和他的女儿伊万卡?特朗普，这吸引了
不少路人的目光。”谭皓元说，
“但在乘
坐地铁回家时，我发现大家对这些奇
装异服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只会对
一些特别新奇的装束做出评论。”
据陈昕宛介绍，日本民众尤其是
年轻一辈对万圣节的喜爱丝毫不亚于
西方人。“在万圣节之夜，日本东京
的涩谷街区会变得非常拥挤。东京警
视厅每年都要派出几百警力维持现场
秩序。穿着各式各样服饰的人涌上涩
谷街头，其中不少服饰
带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比如有许多人装扮成了
日 本 动 漫 中 的 人 物 。”
陈昕宛说道。

选出一件优胜作品。”
“制作南瓜灯也是学生自己组织
的活动。首先需要将南瓜的顶部刻出
一个盖子，接着用勺子将南瓜掏空，
然后再在南瓜的表面画上图案并刻出
来，最后给它涂上颜色。如此一来，
南瓜灯便制作完毕了。在活动后还发
生了个小插曲，当时我并不知道用以
制作南瓜灯的南瓜与平常的食用南瓜
不同。我还把那个南瓜给煮了，结果
尝起来味同嚼蜡。”张子豪笑着说。
万圣节之夜，
不少海外学子会选择
与朋友聚在一块参加派对。
“万圣节是
大家一块出去玩的好机会。去年万圣
节，
我便和几个朋友在学校地铁站附近
的酒吧聚会。我们在一块喝了点酒、听
了几首歌并玩了会儿游戏，
感受到了比
平时更热烈的气氛。
”
谭皓元说道。
（压题图片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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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集体狂欢
万圣节之夜，学生
也会自己组织活动来庆
祝节日。张子豪现就读
于美国莫瑞州立大学。
他说：
“ 去年，由学生自
己举办的万圣节服装比
赛吸引了不少人参与。
参赛者需要穿着自己认
为最奇特的服装上台展
示，最后由活动组织者

万圣节前的商店一角。

张文宇摄

这个暑假，我和先生小巴莫名其妙地多
了一个任务：照顾邻家大猫“胡椒盐儿”。
“胡椒盐儿”是我给它起的外号，因为它是一
只身上有不规则灰褐色花斑的白猫，远远
看，好像装胡椒盐的瓶子被碰翻在雪白的桌
布上。暑假的时候，每天它的主人以及其他
邻居都上班了，它就跑到我家院子里求关
注，傍晚时分，估计它的家人回来了，它又
猫性十足地撇下我俩跑回家吃饭去。而第二
天早上，它又准点出现在我家后院。它会坐
在后院椅子上等，或跳到窗台上或院墙上东
张西望屋里的动静，等得不耐烦了，它就干
脆对着敞开的窗户换着腔调地喵喵叫，用尽
各种猫语说服你出来陪它玩。在过去的半年
中，胡椒盐儿已经把我和小巴的作息调教得
妥妥的，偶尔早上推门看不见这位不请自来
的家伙还怪担心的。这让我想起《科学美国 张
人》杂志里对人与宠物的关系一个风趣又精 悦
确的描述：“狗有‘主人’，而猫只有‘员 悦
工’”。而我和小巴自然是胡椒盐儿新收纳的
员工甲和员工乙。
有时我想如果我是一只猫，至少在英语
国家里，我会愿意做一只英国猫。在很多人
的印象里英国是个热爱狗的国家，因为狗和
马都是英国贵族的经典标配，但其实英国是
个不折不扣被猫征服的国家。猫不仅在数量
上是英国家庭第一宠物，而且英国人非常尊
重“猫权”。
比如对于英国人来说家猫几乎必然是放
养的。记得一个美国人写居住在英国的感受
时说，走在英国的居民区，你总能看见自由
跑跳的猫儿，就像北美的狗一样；而英国的
狗一般都被锁在家里，就像北美的猫一样。
这个文化差异最新的例子就是加拿大著名作
家玛格丽特?爱特伍出版的《天使猫鸟侠》这
部漫画，书中向北美读者呼吁家养猫的各种
好处，其中包括少得传染病、不会侵害鸟类
繁殖等等。而这个逻辑在英国人看来匪夷所思，因为英国人认为让猫在
室外尽情玩耍和每天都要让男孩子驰骋球场一样：如果好动的天性不得
到充分发挥岂不是要得心理疾病？
与之相应的，给猫爪剪指甲这件在北美看来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英
国人眼里也是天理不容的暴力行为。英国2006年《动物权益保护法》明
确规定，给猫和狗剪指甲可要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万英镑的罚款！
我的几个英国朋友甚至会拒绝给他们的猫剪指甲，这倒是出于很实际的
考虑：自家的猫出门在外难免会和同伴及其他小动物打架，那剪了指甲
岂不会在打架中吃亏？在尊重猫的天性这一点，很多英国人还有个有趣
的习惯，即晚上一定会把猫放出去，因为猫是夜行动物嘛！
别看英国人对人类的文明举止有各种刻板的要求，但对于人类以外
的活动似乎是格外的“粗线条”，比如英式花
园就是无修饰的自然主义代表，而对宠物也
是天性至上。我常常在睡前拉上窗帘的时
候，发现窗外三两只猫正在路灯下“呼朋唤
友”，也不晓得它们这是要去哪里派对！试想
每天当夜幕降临，一座座英国小镇的房屋灯
光一盏盏熄灭，橘黄色路灯照射下的街道就
变成喵星人大步流星的舞台，这一幕也是滑
稽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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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墨尔本近一年，也没走过多少地方。细想一下，称得上旅行的，
不过 3 次：刚到墨尔本时去著名景点大洋路；初识这个城市后，与二三好
友一日绕城的骑行；周末一行 4 人自驾去天空之镜——盐湖。
由于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自驾已成为最受欢迎的出行方式，我也对
自驾游期待已久。这次盐湖的自驾之行终于让我得偿所愿，整个路途也
出乎意料地令人惊喜。在“老司机”的指导下，我第一次尝试了左道开
车。车子驶出市中心，一路朝着城市边缘开去。随着车子向前行进，大
片大片辽阔的土地映入我们的眼帘。车上的小伙伴们都被周边的景色深
深吸引。我们沿着一条绵延到天际的路前行，路两边是望不到尽头的草
原，稀稀拉拉的羊群、牛群以及为数不多的平房。路上车很少，虽然不
是高速，但许多路段都允许达到每小时 120 英里的车速。在这样的路上开
着车，感觉永远开不到尽头。路的前方还是路，小小的车窗外是无边无
际的大自然，车子开得再快也开不出这片土地。置身于此，感觉心胸渐
渐被这自然之力打开，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亦感叹这人类敬畏的大自
然！是呀，人是自然孕育而生且终究会回到自然中去，我们就是自然的
一部分。那么此时此刻心中的悸动是否是大自然在扣动着我的心扉，想
和我对话呢？进而心中一喜，旅行的好心情慢慢打开……
我们一行 4 人就这样一路向北，加上中途的逗留和休息，直到下午 4
点，才到达我们的目的地——盐湖。这片天空之镜的出场方式同样让人

旅行——
与心灵的交谈
马素湘
惊喜，我们沿着道路一路前行，而它就
静静地躺在道路的尽头，美得让人猝不
及防。墨尔本正是春寒料峭之时，我们光
着脚踩进湖水，第一脚我感觉到了冰
冷，所幸当日湖面上恰好有阳光，习惯
以后倒也不觉得寒冷。这片湖丝毫不辜
负它的美誉，犹如明镜般倒映出湖岸上
的人和物。夕阳西下时，天边被大片红
霞晕染，湖水泛着粉红色的光。按下快
门，相片里是人物的剪影和湖水的倒
影，远处水天相接，光影交织，恍惚之
间像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静静地站在
湖水中，感受着那一刻的天、地、人，细细体会老子所言“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真谛。
盐湖给我们的另一个惊喜是入夜以后漫天的星辰。举头四望，目之
所及，是璀璨无边的星空。凝望着这片星空，好似可以望透宇宙奥秘，
望穿岁月流转，望尽漫漫人生路。那一刻，所有留学带来的苦闷和烦恼
已然烟消云散，浩瀚星海与坚实大地给我的心灵灌注了新的力量，像是
帮我吹响了重新起航的号角。
那一刻，我又重新审视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人是自然的子女，
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因而与自然的对话，其实质也是
与自己心灵的对话。自然的静默与心灵的悸动在那一刻
无比契合，我眼中看到的是自然之景，而感慨却是发自
灵魂深处。旅行给我的是由外而内审视自己的机会，每
一次旅行的所感所悟，也是与内心交谈的成果。与大自
然相拥而眠，梦之所及是自然，亦是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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