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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过程有喜有忧

对海外学子来说，准备期末考试的过程显得更加紧张。在紧张的过程中，学子
们也会遇见一些有趣的事情。

宋敬君曾是韩国水原大学国语国文专业的交换生。当谈到留学期间的备考趣事
时，他说：“为了准备期末考试，有的人会在咖啡厅、图书馆或者读书室自习。有趣
的是，因为临近考试了，时间变得更加珍贵，有的人在复习的时候会直接带上自己
的洗漱用品。”

来自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旅游管理学专业的王汉超 （化名） 说：“我们专业的
期末考核方式就是提交专业论文，所以没有什么烦心事，但是考试就不一样了。每
次遇到考试，同学们都很紧张，留学生自然更是“压力山大”，每天在图书馆待到深
夜。不过写论文也不总是比考试轻松。我曾经用两个月写了一篇论文，过程很煎
熬，感觉写论文有时候比考试更难受。”

因为语言差异，学子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困难。
“我在备考过程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就读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的龚小美 （化名） 这样说，“有时候，题中有大量的专业词汇，这导致我们无法理解
考试题目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我的考试成绩。”

“我刚来到学校时都后悔出国了！”现就读于韩国忠北国立大学行政系的小敏
（化名） 回忆起自己刚开学时准备入学考试的经历时这样说。“我那时紧张到看着电
视都在复习，头发大把大把地掉。就这样连着学了一个月，每天都在担心考试。还
好，现在已经顺利入学了，我觉得那时候的付出值得。”

考试方式各有不同

国外的考试方式与中国相比有相同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的期中考试一般是现场做演讲或报告。”宋敬君回忆说：“我做交换生期

间，有一门课的期中考试方式是要介绍一个自己去过的地方。中国学生可以介绍中
国的历史，但是必须用韩语表达；或者提交报告书，比如，自己和韩国朋友一起去
某地的游记，同时必须附上照片。所以，我利用周末和韩国朋友一起去参观了景福
宫，期中考试的时候就提交了参观韩国景福宫的报告书。”

现就读于日本文化服装学院的马祥瑞说：“我们学校的法语、英语等语言类课程
和选修类课程的考核方式和国内差不多，都是在试卷上答题。但是因为我学的是设
计专业，实践性比较强，所以被服管理学、素材论实习、造型学实习的考试都是要
上交自己的作品，老师根据作品的实际情况进行评分。”

备考重在平时积累

为了顺利通过考试，海外学子也有自己的复习策略。
“备考需要每天进行知识积累，考前突击只会让自己思绪混乱。”就读于韩国清

州大学语言班的张琳 （化名） 介绍自己的备考策略时说，“我们的考核频率是一个月
考核一次，两个月进行一次期末考。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必须不断地积累。学校语
言考试分为口语和笔试写作，我认为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口语流利的话自然写
作成绩就会提高，而语法又是口语及写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我在准备
考试的时候，一般会从易到难把知识点进行梳理。当然，我也会适当地劳逸结合，
以便放松自己的心情，提高效率。”

“千万不要等到考试来了才准备，最好提前一个月有计划地开始复习。平时静心
念书，注重理解，才能顺利通过复习，在考试中取得满意成绩。”王汉超这样支招。

杨杰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外语系留学，他坦言：“备考没什么特别的建议。毕
竟你是留学生，需要了解留学地的语言和文化习俗，所以平时就应该比当地学生更
努力地学习，积累知识，打好基础。” （图片来源：网易博客）

临近期末，国内的大
学生开始紧张的复习备
考。留学生虽身处海外，
却也同样承受着各种各样
的考试压力。

因为文化差异以及学
校培养人才方式的不同，
海外学子在备考过程中会
遇到一些趣事。

考试季节又来了
吕程程

说起西班牙这个国家，大部分人脑海中闪现的画面
大概就是阳光、沙滩、美食、足球、斗牛和热情奔放的
西班牙人，除了这些传统的印象再无其他。2015 年夏
天，我抱着这些模糊的印象，踏上了西班牙的土地，开
始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

初到西班牙，除了好奇和紧张，竟然还有一丝莫名
的熟悉感向我袭来，或许是因为在心里演过千万遍的场
景终于变成了现实吧。从小在我心里，欧洲一直是一个
遥远而神秘的地方。那里是高雅和浪漫的代名词，是爱
情“盛开”的地方，能藏得下一个小女孩一切隐秘而粉
红色的梦想。拖着沉重的行李箱从地铁站出来时，看见
满街的欧式建筑和街上手舞足蹈的西班牙人，我有一种
梦想成真的感觉。对我而言，至此西班牙终于缓缓地揭
开了它的面纱。

这个国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热”，不只是天气，还
有西班牙人的性格。走在街上，总会有人主动问你需不
需要帮助，或是冲你善意地打招呼，兴之所至甚至还会
在路上唱歌跳舞呢！西班牙的一切都让我感受到了热情
和开放，被他们接纳的同时，我也在习惯他们的生活方
式。我开始主动接触周围的人，进行一些新的尝试，这
一切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我接触到了更多的新
同学，接受了新的学习方式，甚至还找到一份教中文的工
作。可是就在我认为我的生活将要顺风顺水地进行下去
时，一个困扰着大多数留学生的问题出现了——我的“中
国胃”并不习惯这里的饮食，开始“叫嚣”着让我回家。出于
无奈，我只好开始向室友学习做饭。然而进厨房对于一个不会做饭的人来说不亚于上
战场，各种琐碎的步骤几乎把我逼疯了。经历了崩溃和绝望之后，我终于学会了一些基
本菜式，做出来的食物也不至于难以下咽了。留学之旅险些栽在食物上，虽然听起来有
些让人哭笑不得，可是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独立的滋味，有苦也有甜。

经历了初期的兴奋和挣扎之后，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我在留学的小城里上课、
做饭、教中文、抽时间去旅游。一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回国的日子临近，我必须要和西班
牙的一切告别了：相识的好心邻居带我和朋友们去露天烧烤；老师请全班同学吃巧克
力；给自己喂养的流浪猫们留了一堆猫粮；公寓里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打包装箱……给
跟我学中文的小姑娘上完最后一堂课，告别之际，小姑娘神神秘秘地让我蹲下，突然间
亲了我一下，并抱住我，让我一定要再回来看她。我愣在那儿，恍
然发现，这一年里我收获的东西远比想象中的要多。我被挚友悉
心照顾，结识了新朋友，学到了新知识，也领略了不曾见过的风
景。虽然这一年的生活中有笑也有泪，旅途中碰见过好人也遇到
过坏人，但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珍贵的无价珍宝。

在西班牙的生活像是一场梦，而西班牙就是我梦中的爱
人，我在这梦里挣扎摸索，渐渐地爱上了这个国家。

能在人群中显得格外亮眼

郭白雪在2014年来到英国，在英国伯明翰
大学念书。“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之间交流很频
繁，在留学生圈子里，大家都是‘亲戚朋
友’，一到节庆，往往会聚在一起庆祝。”郭白
雪说，“在中国城，每年都会办一些‘中国味
儿’很浓的活动，比如舞狮、舞龙等，很多英
国人也是第一次见，感觉很新鲜。”

在华人社区，中国传统元素实现了聚合；
同时，在其他社区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强大
的包容性也有了一席之地。这让很多身处华人
社区之外的中国人兴奋不已。

孙心 （化名） 在英国曼彻斯特留学，攻读
语言学专业。她和郭白雪有不同的感受。“文
化交融才是最好的文化交流。”在曼彻斯特节
上，汇聚着各个民间艺术团体和不同族裔的社
区，运用不同的方式庆祝这一天。

玛依尼莎汗作为美国爱达荷州立大学唯一
一个维吾尔族留学生，她给身边人带来的是异
域风情。穿着维吾尔族特有的服饰在文化节上
翩翩起舞，头戴花帽、身着维族服装，让她在
人群中格外亮眼。

“在国外也没有停止跳舞，很多同学在我
的带领下也开始跳刀郎舞 （维吾尔族的一种民
间舞蹈）。”玛依尼莎汗说。在美国，很多人都
不了解作为中国民族大家庭一员的维吾尔族。
为了让同学了解中国维吾尔族，玛依尼莎汗准

备了有关维吾尔族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的资
料，展示了热瓦甫等维族乐器和抓饭等维吾尔
族美食。玛依尼莎汗说：“这远远不够。”她还
带去了木卡姆音乐，邀请大家一同欣赏，教大
家学跳麦西来普等。“有别于汉文化的中国元
素种类繁多，传播较广，有关维族的历史文化
习俗等知识带给外国同学很大惊喜。”她补充
道。

请人吃火锅 教人用筷子

“走钢丝！”玛依尼莎汗捧着电脑播放达瓦
孜这种维族民间体育项目视频时，她的同学们
惊叹不已。玛依尼莎汗说：“这不是杂耍，而
是我们的民族艺术。”她向同学们讲解着这种
看上去心惊肉跳的维族传统民间体育项目。

在大学里，玛依尼莎汗体育课选修了桑巴
舞，巴西同学陪着她跳桑巴舞，而她也会教巴
西同学跳麦西来普舞。

在曼彻斯特大学的音乐节上，孙心演唱了
《茉莉花》和《月亮代表我的心》，使到场的外
国友人纷纷感叹汉语的神奇。“拿到话筒的一
瞬间，想到自己离家千里还能唱着祖国的歌
曲，心中无比自豪。”孙心说，“当时心情非常
激动。这是一段像梦一样的经历。”

“展示特色是我们的使命”。在曼彻斯特大
学留学期间，孙心利用各种机会和外国同学分
享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习俗。孙心说：“有一
次和荷兰朋友吃火锅，我很有成就感，因为教

会了他使用筷子。”
“我们学了吃饭的礼仪，还交流了各个国

家饮食的禁忌。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我也收
获了很多。”孙心很喜欢这种方式，她补充
道：“能分享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的生活方
式，也能体会到不同国度文化发展的差异。”

中华文化随着万千海外学子走向世界各
地。学子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将中国的饮食、
服饰、语言、传统习俗带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
的文化环境中，介绍给外国朋友、老师、同学
……作为中华文化的携带者，海外学子同时承
担起独特的文化传播者的责任。

科研路上的“八十一难”

在大众心中，博士往往代表着出色的科研
能力和在某一领域里较深的造诣。但是，科研
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博士们也会遇到许多意料
之外的困难。

张楚楚 2014 年从天津南开大学硕士毕业
后，申请到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攻
读博士学位。回忆起申请博士的经历，她表示

当时着实费了一番工夫。“因为我的研究方向
是中东问题，读博第二年需要到中东地区实地
考察，所以要求申请者能够熟练使用当地语
言，而且最好在申请博士之前便有过前往中东
实地调研的经历。幸运的是，我在本科和硕士
阶段就在课余学习了法语和阿拉伯语，还在硕
士三年级时前往约旦学习了半年阿拉伯语，同
时在当地开展考察。这对我申请博士有很大的
帮助。”张楚楚说。

进入剑桥读博只是一个开始，在这之后还
有着更多的挑战。“来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的第
二年，我只身前往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调研。
自己租房、联系采访对象，在异国他乡孤军奋
战。刚到突尼斯共和国首都突尼斯市一周后，
那里就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全国实行宵禁。
当时还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的，但是既然已
经选了这个方向、这个课题，也就没有回头路
可走，只能咬咬牙坚持做完。现在回想起来，
觉得那是一次很宝贵的经历。”张楚楚坦言。

杨宇婷和张楚楚有着同样感受。她现在法
国巴黎索邦大学艺术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主
攻 18、19 世纪法国艺术史。“在国外读博士，
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博士，是一条孤独的路，
需要独立完成学术研究。我的导师只给我指出

一个大致的方向，平时很少见到他。我研究
18、19世纪的法国艺术史，要读很多古籍。这
些古籍一般只能在国家图书馆找到，而且古籍
很脆弱，不能拍照，不能外借，只能每次到图
书馆手抄自己需要的资料。”杨宇婷接着说，

“许多文献是用古法语写成的，阅读起来比较
困难，而且作为外国人要去理解两个多世纪前
的文艺评论家的信件资料非常不容易。我在这
上面就栽了不少跟头。起初，只能读懂表面意
思，觉得没什么参考价值，其实那些看似奉承客
套的话语里暗含着讽刺、隐喻。栽跟头的次数多
了，就慢慢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

苏畅现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
学位。对苏畅来说，最困难的大概是一边读
博，一边还要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孩子刚
出生时，我非常辛苦，身心俱疲，中途一度想
放弃读博，但是转念一想，如果这样半途而
废，会很对不起父母和老师，也过不了自己心
里的那道坎，最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读完博
士。不过还好，快结束了！我已经提交了毕业
论文，就等答辩了。”苏畅愉快地说。

有艰辛也有温馨

虽然做学术研究会面对诸多挑战，但在这
条路上，有前辈做出的榜样，有友人的鼓励和
支持，无形中给他们增添了力量。

在法国读完硕士后，杨宇婷深受同专业前
辈的影响，决定继续在艺术史领域深造。“我
从来没有想过到底热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但
是，每次和同专业的元老级前辈聊天、探讨
后，我都会惊叹于他们对艺术的深刻见解。看
到他们，我就觉得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宇婷说。

除了学校的老师，杨宇婷也深受一些文化
工作者的影响。她讲起自己参观法国贡比涅王
宫城堡的经历：“那里的博物馆馆长带领我们
参观时，对王宫内摆放的每一件物品都如数家
珍，向我们讲述这些文物从哪来，经历了怎样
的修复过程，事无巨细，讲得一清二楚。可以
看出他对这些文物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城堡里
有一间对外开放的图书室，里面摆满了古籍。
还有一些遗落在别处的皇室图书古籍，馆长为
了拿回这些古籍，不断地和法国国家图书馆、
政府等有关部门沟通，做出了许多努力，试图
还原当时皇家行宫图书室的原貌。在人力、物
力、财力都有限的情况下，年过半百的馆长对
待文化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据苏畅介绍，由于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教

授允许她按照自己的时间灵活安排到研究所上
班的时间。她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
了对我特别好的老师和同事。而且孩子刚出生
时，父母经常过来帮忙照看，所以我才能逐渐
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平衡点。”

想把所学带回“家”

据了解，不少博士希望将来能够回国发
展，为欣欣向荣的祖国锦上添花。

张楚楚将于明年毕业，她说：“我很愿意
回国发展。一方面因为家人都在国内，我想和
家人待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英国这两年，我
明显感觉到祖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许多欧洲国
家。随着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展开，我相
信自己所学的知识、积累的经验都能发挥作
用，找到用武之地。”

苏畅也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的有关方面，希
望回国后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暨南大学曾经
来慕尼黑开过招聘会，我参加了，了解到他们
需要预防医学方面的人才。而且他们刚刚组建
了环境和气候研究院。我学的是环境流行病专
业，对他们的项目还是蛮感兴趣的。”苏畅说。

杨宇婷说：“在法国，我看到有许多人做
艺术工作时非常敬业，那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
习。我希望把这种精神带回国去。另外，我也
很想把自己所看到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翻译成中
文。这样能够让更多国内的艺术爱好者、不懂
法语的人看到这些资料，享受人类共有的珍贵
文化遗产。”

（图片来源：素材之家、中国青年报）

如今，许多高校、科研机构在招聘时，都要求应聘人员
具有博士学位，甚至还明确提出必须有海外留学经历。那
么，海外博士为何受到招聘方的青睐呢？我们不妨看看海外
博士的求学生活，发现其中缘由——

出国读博士
是条怎样的路？

苏 木

珍
藏
西
班
牙

贾
程
琪

善于点亮中国元素
骆孟成

“国画”“中国功夫”“茶叶”“京剧”“大熊
猫”……这些在外国人眼中是中国的象征。外国人在
不断接触中国留学生的过程中，了解到更多的中国元
素，这些闻所未闻的中国元素让他们一饱眼福，对中
华文化有了立体的感觉。

张楚楚 （左一） 在突尼斯采访当地一
名商人。

苏畅 （右一） 和同事一起商讨工作事宜。

二
零
一
六
年
古
尔
邦
节
上
，
玛
依
尼
莎
汗

（
中
）
和
哥
哥
姐
姐
跳
完
麦
西
来
普
舞
后
合
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