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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一个采访张悦悦的
记者。

13年前，参加北京青年报中学生通讯社的
纪念活动，看到了一本小册子，一个学通社小
记者的事迹引起了我的注意，

她就是张悦悦。人们都说悦悦是“上帝的
宠儿”，由于父母工作的原因，她有两年在美国
读初中的经历。15 岁，她的第一本书 《12 岁，
我在美国读中学》 出版；16岁被推选为北京中
学生通讯社的副社长；18岁被可口可乐公司举
办的“奥运先锋夏令营”选中，从北京 700 个
报名的中学生中脱颖而出，作为唯一的少年记
者奔赴悉尼奥运会。

她把自己的色彩“放大到极致”，让自己
在悉尼的 5 天中挥洒自如。她抓住了稍纵即
逝的机会，成了那天唯一采访市长的幸运儿。

张悦悦的一番话给我印象很深：“给我一个
机会，我就会反馈给你一个惊喜。”正是这种可
贵的进取精神，贯穿了她的人生。

2005 年 8 月海外版发表了我那篇关于张悦
悦的报道：《幸运背后是拼搏》。

之后，陆陆续续传来她的信息，在北京
大学医学院读大学期间举办了 3 次摄影个
展；2005 年自动放弃 7 年制医学硕士阶段，
并放弃剑桥大学的硕士录取，赴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攻读社会学；2006 年获得 Wellcome-
Trust 全额奖学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继续
攻 读 社 会 学 博 士 ； 2010 年 博 士 毕 业 ；
2011-2012 年申请到一小笔资金，在法国社会
科 学 高 等 研 究 院 自 己 做 项 目 主 持 人 ； 2012

年，30 岁时，在英国上升最快最有潜力的肯
特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终身教职，其学术研究
曾为中国卫生部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科技政策
的拟订所采纳；2014 年，获得了英国国家经
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的“未来科研领袖”奖
金，继续推动中国和欧洲关于生命科学合作
与公众互动方面的研究；32 岁成了英国肯特
大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学院副教授……

从“80后”张悦悦奔跑的步履、与时俱进
的眼光、敏感活泼的笔触中，我分明嗅到一种
时代感和年轻的气息，时时产生着“OUT”的
汗颜和窘迫。

张悦悦的魅力在于善于挑战自我，善于抓
住稍纵即逝的机遇。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这5年，被看作
是她最快乐的5年。“这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
也是一个挖掘自己潜力的过程。那种感觉每过一
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以前自鸣得意的作品的纰漏，
对于学术人来说，这个过程挺‘自我毁灭’的。”但
与此同时，张悦悦对于做学术，很有信心。每年她
和自己的老师，都会带去各自新研究的课题相聚，

“你会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这个过
程周而复始，从不间断，每次都会给自己惊喜，都
会发现自己居然能跳得更高、跑得更远。”

“机会来了要抓住，这次机会将为下次机会
赢得积分。”在英国留学和教书的日子，张悦悦
不放弃每一个研讨和演讲的机会，那或许是一
个新的理念，一个方法学上的新挑战。她的第
一本学术专著 《世界化科技》 以中国为例，论
证了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体如何承担着世界公民

的角色，并论述了拓展话语权，有效地参与构
建世界科技图景的方法。2013年欧洲的第一届
科技评估会议上，海外专家还对此书进行了专
场讨论。而张悦悦常觉得，“我一个年轻的‘老
外’在英国出版的书能在欧洲受到这样的关
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本身恰
好契合了这个时代新兴的机遇与困惑”。

10年前我退出了工作岗位，在北京一家酒
店的咖啡厅里，我把张悦悦介绍给了赵晓霞，
晓霞曾是我在海外版记者部的小同事，后来调
到科教部，主编 《海外学子》 版。张悦悦此时
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海外学人。她们俩一拍即
合，2011 年 3 月开设了 《一桌一椅一世界》 的
专栏。

是的，这个专栏有张悦悦的努力，虽然看
起来这些千字文都是顺手拈来日常生活的素
材，读起来很轻松，但其中蕴含着怎样独到的
眼光，需要怎样的文字功底，恐怕只有我们报
人能体味。当然，也有张悦悦的同龄人赵晓霞
的坚持，我在海外版工作十六七年，还未曾见
到为某一个海外学人开专栏开 6 年，发文 150
多篇，而且居然被眼界颇高的三联书店相中，
出了一本散文集呢！

拿到这本被张悦悦称之为“在欧洲做学
术的注脚”的小书 《小世界》，分量沉甸甸
的。虽然这些随笔只记录了她在英国与法国
高校工作期间的一些逸闻琐事，但从某种角
度说，这些“注脚”有时却能比正襟危坐的
科研理论更直观地给予洞见。张悦悦在用

“做学术的方式写作和生活”。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和赵晓霞在做着一

场接力，在 10 多年前我发现了年轻的张悦悦，
在海外版第一个报道了她，而之后的一些年，
赵晓霞在 《海外学子》 版搭建的平台上开掘了
日渐成熟的张悦悦。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白纸黑
字，成了张悦悦成长与成熟的见证人和同行者。

我想起张悦悦讲的一个小故事，2013年她在
伦敦亚非学院参加她的第二本英文学术专著发布
会的时候，有两个在英国工作的华裔教师专程与
会，倒不是为了学术专著，而是想告诉张悦悦，发
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桌一椅一世界》专栏
是他们在英国每周最期待的短文，他们希望她继
续写下去。还有一位资深报人读过《一桌一椅一世
界》的全部文章后，为本报写来了自己的体会：“我
更为欣喜的是，在海外的另一个世界里，我们有着
潜心治学，在学术最前沿思考着、奋进着的悦悦和
悦悦们，这才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不是么，张悦悦的魅力与海外版的魅力同
在啊！《小世界》 一书的出版是张悦悦的骄傲，
更应该是我们海外版的骄傲。

（作者系本报高级记者）

6 年前，在北京佳能中

心西单展厅采访正开影展的
张悦悦，当时她在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读博士。讲起她所
热爱的社会学专业、辛苦的
留学生活和她所关注的海外
社会现象，观点独特新颖。
在张悦悦身上，体现了新一
代留学生的风貌——努力、
独立、坚定，又有自己的风
格。采访完成后，我想这不
正是 《海外学子》 版需要的
作者吗？便拟定了选题策
划，在海外版各位领导的支
持下，《一桌一椅一世界》
专栏得以开设，宗旨是以张
悦悦的视角去看中国留学
生，去看海外高校中的中西
文化碰撞。迄今为止，专栏
共刊出 150 余篇文章。不少
读者喜欢这个专栏，有人喜
其文风，有人喜其观点，有
人喜其里面提到的书单……
张悦悦在伦敦开学术会议，
碰到了 《一桌一椅一世界》
专栏的“粉丝”便是最生动
的注脚。

在这 6 年中，张悦悦由
海外版的读者变成被采访对
象，再变成海外版的专栏作
者。如今，该专栏所刊发的
文章结集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以另一种方
式得以传播，对编辑来说，
真是好消息。希望将来能有
更多像张悦悦一样的留学生
在海外版上发表新的观点，
展现新的风貌。正如海外版
第一个采访张悦悦的资深记
者 孟 晓 云 老 师 所 言 ：“ 从

‘80 后 ’ 张 悦 悦 奔 跑 的 步
履、与时俱进的眼光、敏感
活泼的笔触中，我分明嗅到
一 种 时 代 感 和 年 轻 的 气
息。”

2013年秋天，我到英国肯特大学攻读
社会学硕士。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很简单：
整个英国只有肯特大学才有和我工作相关
的专业。在31岁的“高龄”，去异国读一个这
么“务虚”的专业，我确实没法回答所有人
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到底有啥用？”

虽然不知道有啥用，我还是全力以赴
争取让我 1年的留学生活充实起来。肯特
大学对学生学习体验的重视程度，令我吃
惊。学院有着开放的选课系统，我把自己
感兴趣的课程都听了一遍之后，选择了那
些最有助于培养社会学系毕业生的高就
业率神器“transferable skills”（可迁移技能）
的课程。我至今仍记得批判性思维课上如
何“饱受折磨”：习惯了被动接受信息的

我，如何去思维？居然还要批判！但这也是
我受益无穷的一门课，直到今天我都在用
这门课的所学，检验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
做出的决定。

毕业已经 3年，当前不久我读到张悦
悦在《小世界》讲她的教育理念时提到的：

“小处存深度……没有不应该问的问题，
没有不值得关注的事情，没有登不得台面
的议题，没有不需要解释的理念，也没有
不值得推敲的目标。”在肯特大学短短 12
个月，每一天，我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
这就是留学给我的最大馈赠。作为一个以
为自己三观已定，但是最终被肯特大学的
教育改变人生态度的人，何其有幸。教育
最大的用处，也许就在这里。

今年是我在欧洲居住的第12个年头。前
两周我去奥地利老城格拉茨参加科技社会学年
会，出发前搜集了相关历史书籍来做“功
课”，但我发现最喜欢的事还是坐在路边小馆
里打望街上的“西洋景”。别看我鼻梁上的眼
镜镜片比12年前初到英国时又厚了一圈，但
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依然在搜索着下一个新奇。
这似乎真应了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一个人知
道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
的”，对世界了解越多，我就越觉得还有更多
底蕴等待我去挖掘。

其实，用“西洋景”一词来指代新奇事物仅
仅是一种语言习惯，在海外待的时间越长，游
历的地方越多恐怕越能体会这一点。每次回国
调研，对路过的每一个城市，我也会做功课，会
睁大眼睛打量街上的人情市貌，不论是外国还
是中国，那份好奇只是热爱生活的一种方式。

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近 40 年经历了几
次留学潮的社会来说，说到海外生活和外国文
化大多数人还是有想看“西洋镜”的心理，“中
外差异”依然是道不尽的话题。而从另一个角
度讲，仅仅40年，这“西洋镜”在国人心中起什
么作用却有了很大变化。以前不论是看新鲜还
是看热闹，“西洋镜”更像透视镜，现在“西洋
镜”像是平光镜，不论是留学还是旅居，更多的
人把镜子举起来是想看看自己在更大的世界
背景里是什么样子。

也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变化，人民日报海外
版的赵晓霞编辑决定在《海外学子》版开设《一
桌一椅一世界》专栏，用新的视角审视“海外”
和“海内”的生活，我有幸成为这个专栏的作
者。该专栏自2011年开设后，之后的6年，我一
边打望着周边生活，一边思考怎么把大千世界
浓缩在每周的豆腐块里，其实若没有和赵晓霞

编辑的持续对话，或许很多闪光的生活碎片就
不过脑子地被蹍踏在身后了。今年 4 月，该专
栏的部分内容已结集并扩充成《小世界：在欧
洲做学术的注脚》由三联书店出版。

这个专栏对一些读者来说像个透视镜，
对另一些读者来说可能像个平光镜。不过在
看似文化日益交叉的纷繁世界里，如何能超
越传统活出自己的精彩，在很多人看来仍然
是个需要拿捏的问题。几个月前我和一个在
欧美长大的华裔剧作家聊天时提到这个问
题，她跟我说海外华人分三类：一类是“中
国人”；一类是“香蕉人”；还有一类是装作自
己是“香蕉人”的人 。“香蕉人”这概念上世纪80
年代就有了，但第一次听到这种“三分法”，我觉
得有趣但却觉得别扭：怎么在多元化的今日，还
会有人揪住“香蕉人”这个比喻去形容文化撞
击下的身份和文化认同？

我的韩国同事跟我说，“香蕉人”这个词在
韩国、日本也常被用来指代那些文化认同与传
统错位的本国人。但我依然惊讶于为什么会有
亚裔主动去使用它，因为细说起来，其潜台词
即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人“本该”是界线分
明的。如果在这种框架里思索群体身份不是自
施枷锁吗？

一定要延展这个逻辑的话，那我们都应该
“花”心的生活，即无需一定按照某一特定轨迹
生活，而是要寻求掌握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都能
以相应恰当的方式自在生活的能力。不论是《一
桌一椅一世界》这个专栏里讨论的，还是《小世
界》这本书里想表达的，都包含这个简单却常被
忽视的道理，即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心境、透过什
么样的媒介去打望这个世界，世界其实是个万花
筒。这并不单单是指其五色纷呈，而是唯有你亲
自将其转动，它才会呈现出不同的斑斓。

2015 年 9 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子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读大四的我经过报
名和选拔，踏上了飞往日本福冈的航
班，自此我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日本
早稻田大学双硕士项目”的一员。两年
时间，白驹过隙，从初见九州的欣喜兴
奋，到今年 9 月即将踏上返程的旅途，
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不仅是学习了知
识和技术，更开拓了视野与眼界。

作为几十万留学生中的一员，我们
来到国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在学
习方面，大部分留学生都面临着语言和
学习模式变化的双重压力。在日本学习
期间，我第一个遇到的困难就是授课模
式的转变：学校的课程大多采用英日双
语授课，也很强调广度和知识面，很多
教授还会从多个角度考察学生对课程的
掌握情况，这也使得我们需要增强自己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表达能力。我还记得
在日本第一次选读全日语授课的情形、
第一次在演讲台上作小组汇报的情形，
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也是大部分留学
生的真实写照。

走出国门，面对一个全新的学习环
境，如何能保持高效自主的学习并合理
安排自己的时间，出国留学给了我一个
平台，也给了我一个机会锻炼自己。尽
管早稻田大学的课程压力不小，我还是
跟伙伴们一起顺利完成了必修的课程。
在这期间，由于不错的绩点，我也荣幸
地拿到了日本文部省学习奖励费、早稻
田大学留学生学费减免、早稻田大学留
学生特别奖学金等荣誉。这些不仅是对
我个人的荣誉，对个人的肯定也会增加
他人对母校，对国家的肯定和认知。毫
无疑问，没有国内的平台，我们也没有
机会出国交流，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
也代表着母校，代表着中国的留学生群
体。

交流对留学生来说有着独一无二的
作用，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交流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融入国外的生活。
提起留学生的交流平台，就不得不提到
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学友会可以及时
了解和反映地区留学生诉求，帮助留学
生解决实际困难，维护留学生合法权
益，也为留学生创造健康和谐的学习生
活环境。加入学友会之后，我们陆续举
办了新生交流会、熊本地震募捐、毕业
生招聘会等活动。

除了中国留学生之间的交流，我还
融入到日本当地的留学生群体之中。通
过选拔和面试，成为了官方的福冈县留
学生会的一员，期间，我有机会跟世界
各地在福冈留学的留学生一道为留学生
交流活动创造便利和条件。通过这个平
台，我也作为一面镜子向其他留学生展
示中国留学生的形象和风采。通过这些
活动，让我感受到了旅日华侨华人、留
学生群体的日益壮大，无论举办任何活
动，都能感受到来自祖国的声音。

留学在外，我们从丰衣足食的家庭
焦点瞬间变成了一切都需要自己动手的
小主人，我的很多朋友都从最初去便利
店买便当变成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
厨，从只会打招呼的日语小白到能够独
立应对突发状况，留学的业余生活不仅
丰富多彩，也很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

当然，留学的日子绝不仅仅是几千
字就能够概括的。我想，今后不论是在
哪里，我都将永远铭记这两年带给我的
一切，以学习为起点，以自我为圆点的
留学生活，最后得到的也一定不止于研
究，不止于自我。

(寄自日本)

留学日本

克服双重压力
李涵深

李涵深李涵深

留学记留学记

结缘海外版
——我所认识的张悦悦

孟晓云

打望小世界：

从西洋镜到万花筒
张悦悦

小处存深度
杨 青

小处存深度
杨 青

张悦悦近影张悦悦近影 已出版的《小世界》

张
悦
悦
摄

从读者

到作者
赵晓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