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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出国求学，身体难免会闹些小情
绪，有时肠胃发炎、有时长了智齿……虽说
不是大问题，但闹起来也让人受不了。英国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作为世界上广为
人知的医疗保障体系之一，承担着保障英国
全民公费医疗保健的重任，也是英国人民长
期以来的骄傲。在英国生活了1年的我，慢
慢地了解了英国的看病方式。

有一次，我的朋友智齿发炎，疼得吃不
好、睡不着。这种在国内只要去医院挂号拔
牙就能解决的事情，在英国可没有那么容
易，要先与当地的社区医生打电话进行预
约。当我的朋友打电话给社区医生后，被告
知拔牙需要排队半个月。但私立医院拔牙又
非常贵，这位朋友只好忍痛等了半个月。

后来，我同我的英国室友聊起此事。他
感觉很正常，并向我介绍了一些关于英国看
病的常识：当社区医生接到预约后，他会根
据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以及自己的预约状况
进行安排。一些轻症病人等待两周到三周才
能看医生很正常。如果在等待期间内，社区
内有人得了急性病症，预约还会被延迟。

有些留英中国学生调侃说，在英国，在
两种情况下可以见到医生：病到站不起来或
者病已经好了。对此，英国人认为，很多病
症其实不需要看医生，比如发烧感冒。在他
们看来，因为小病去看医生是在浪费医生的
时间，而且对医生来说，看病要讲求质量而
不是看了多少个病人。但英国人也承认，有
些时候确实等得太久了。

中国留学生还常调侃，在英国看病，不管
你是什么病，医生总告诉你多喝热水。我还
听不幸病情发作、拨打 999 呼叫急救车的中
国留学生说，如果不出血、不是现场晕厥，救
护车是不会来的。甚至可能会先派一辆小车
前来查看情况，以确认是否需要出动救护车。

这些就医经历让我看到了“理想”医疗制
度的另一面，也让我学会了辩证地看待问题。

（寄自英国）

年仅23岁的张煜彤，正在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化学专
业读博士一年级。不少人惊叹他年纪轻轻已是名校博士
生，张煜彤在访谈时说，这是因为他从高中起便筹划到
国外留学，而且英国高校的学制较短。

为留学做准备

跟很多人不同，张煜彤在读高中时便准备到国外留
学。最初这个建议由他的父亲提出，后来触发张煜彤作决
定的是他对自己前途的清晰预判：假如留在北京，会入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或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找一份安定的
工作。“感觉人生路线一下子全都被看破了”，张煜彤慨叹
道。他在国际学校里度过高中三年，期间修读英国高中的
课程，同时他还报考了英国及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

高中毕业后，张煜彤顺利升读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
院，主修化学。他笑言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适应新环境，
因为从小到大接触了不少国外的各种信息，例如看英
剧、美剧等。他在国内时也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英语，
所以出国之后并没有感到特别不适应。每逢假期，张煜
彤都会回国，回国的生活反而让他不适应，“这几年国内
的变化特别大，像共享单车、手机支付这些新的事物，
感觉瞬间就冒出来了”。

转换思维逻辑

英国的本科课程只有3年，张煜彤选择留在帝国理工
学院攻读化学研究生的学位，在申请研究生的过程中，
他与教授之间发生了一桩小事，使他意识到英国人与中
国人在思维逻辑上的不一样。每个研究生都会有一位导
师，张煜彤在申请时已属意某位教授作为导师，于是他
决定向教授旁敲侧击，说自己正在寻找研究生的项目，
现在不知从何找起，看教授有什么想法。张煜彤这番话
的真正意思，是想表达自己愿意加入该教授团队的意
愿，可惜事与愿违，教授并没有理解张煜彤的心意，反
而向他推荐了另一位教授。张煜彤认为教授拒绝了自
己，但给他一个台阶下。他向同学吐苦水，同学听后却
不同意张煜彤的想法，并劝慰他换个角度思考整件事。
张煜彤认为同学说得有理，回想当时是以自己的逻辑思
考问题。于是他再一次找到那名教授，不再拐弯抹角，
而是直白地向教授表明自己的意愿，教授也欣然鼓励他
申请，最后这位教授成为了张煜彤的研究生导师。

对社会作出贡献

一直修读化学的张煜彤，到了博士阶段决定转到生
物化学专业。起初他认为制药能为社会作出贡献，于是
毫不犹豫地选择修读有机化学专业。然而，当他真正走
进制药的世界，才发现现实跟自己所想象的截然不同
——一个药物从研发到最后能生产出来，一般需要多年
时间，基本上相当比重的药物在中间就会流产，最后能
够做出一个产品非常困难。经过一番衡量，张煜彤认为
制药并没有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大化。

张煜彤将人生价值定义为对社会作出贡献，他希望科
研成果能应用在实际上，为民众的生活带来福利。因此，他
结合自己的知识与期望，建设了新型DNA- 配体编码库，
把脱氧核糖核酸链与适体连接起来，完善现有的编码库，
从而提取出能阻止癌细胞对免疫系统的抑制的新型适配
体药物。他更带着这项技术参加了“2017海外赤子北京行”
的创业大赛。张煜彤认为，创业能将他研发的技术产业化，
加上在国外多年，自己对国家和家人的感情深厚，所以借
着参赛了解北京的创业政策，“预备毕业后回国创业”。

为满足天津及周边地区日益增长的报考需求，英
国文化教育协会 （雅思考试主办方） 日前增设南开大
学和天津大学两个雅思新考点，这也是雅思首次在天
津开设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 （IELTS for
UKVI） 考点。两个新增考点的首场考试日期分别为 8
月 19 日 （天津大学） 和 9 月 16 日 （南开大学），即日
起考生可登录雅思考试报名官网 http://ielts.etest.net.cn
进行报名。

此次在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开设的雅思考点均坐落于
两校的卫津路校区，地处天津市中心，可以为天津周边地区
甚至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

(胡 晗）

出国留学，国外课程的设置和老师
的教学方式与国内学校有所差异。在留
学生的眼中，哪些课程给自己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草地上的户外经济课

王琮和就读于法国里昂第一大学。
求学期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同
学们围在草地上听讲的经济课。

“经济课本来是100多个学生修读的
大课，但由于那天天气比较炎热，又是
星期五，很多同学没有来上课，结果只
到了20多个学生，原本就比较空旷的大
教室变得更冷清了。那节课的教授60岁
左右，长相较古板。他一直给我一种老
学究的感觉。我本以为他会因不满意到
课率而生气，但是他却做了一件让在场
的同学都惊讶的事情。”王琮和说，这
位老师带领着教室里的学生来到了被阳

光晒得暖暖的草地上，一个同学找了把
椅子给老师坐，一节户外经济课就这样
开始了。

“大家围坐在草地上，有盘腿坐着
的、有顺势趴下的，甚至有些同学享受
地在太阳底下睡着了。身着西装、留着
胡子的法国经济学教授，在微风中、阳
光 下 讲 课 的 那 个 瞬 间 ， 让 我 至 今 难
忘。”王琮和说。

那时候课程的内容已不再重要，吸
引人的是氛围。王琮和感叹：“真喜欢
这样的课程！”

“超纲”的设计课

戚浩然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学习计
算机科学，有一门用户界面设计课给他
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在上这门课的时
候，国外的教育方式让我大开眼界。我
从小到大经历的都是典型的‘中国式教
育’。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考试内容
从不‘超纲’。考试考什么，老师就教
什么，我们就学什么。但我在上这门课
期间，切身感受到了国内外教育方式的
大不同。”

授课老师只在课上教授很多与设计
相关的理念，但关于如何实现这些设计
以及设计软件的具体操作，老师却只字
不提。但在结课作业里，需要学生独立
完成设计。戚浩然犯了难，只好用 1 周
时间了解相关知识，他几乎是从零基础
开始自学 java 程序设计语言用来编用户
界面。幸运的是，他取得的结课成绩很
不错。

戚浩然觉得这门课提高了他的实践
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只完成

老师设计好的教学任务。“从这之后，
我找到了新的学习方式，重新理解了学
习的意义。这也让我找到了如何提升自
主学习能力的方法，遇到问题也不会像
之前那样手足无措。这样的‘放养式’
教育确实对我的能力提升有很大帮助。”

模拟谈判课

闻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时
上过一门名为“冲突与谈判”的课程，
由一名做过律师的教授来讲课。上课的
形式以一个具体案例为原形，每两名同
学一组，模拟谈判。然后教授解析、点
评谈判结果。

“这门课让我领悟到几个重要的技
巧和原则。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搞清自己
和对方的利益诉求各是什么，要尽可能
争取双赢的结果。比如，两个人抢一个
橘子，争执不下，最后决定一人一半。
事实上，一人只想吃橘肉，另一人只想
要橘皮泡水，这种情况下与其平分橘
子，不如一人取橘肉，一人取橘皮，各
取所需，实现双赢。此外，信息的收
集、备选方案的分析、节奏的控制以及
时间地点的选择，都是谈判成功与否至
关重要的因素。”闻博说，每节课上，
老师会就上述要素中的某一项引导学生
进行模拟训练。

闻博上了这门课才发现，生活以及
工作中的谈判无处不在：小到住酒店换
房间、要求老板涨薪水，大到公司之间
冲突的化解等。正是通过这门课，闻博
学到了商科毕业生需必备的能力——优
秀的谈判技巧。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相对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在留学市
场上的高曝光度，一些留学目的国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甚至有些“冷门”。在这样的国家留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
验？

留学冰岛 空气太洁净“并非好事”

杨澍目前是冰岛雷克雅未克大学和冰岛气象局联合
培养的一名博士生。说到为什么选择到冰岛留学，杨澍
解释道，一是申请冰岛的学校，获得录取通知书较快；
二是自己向往地处热带、寒带的国家，而冰岛位于北大
西洋中部，北边紧贴北极圈，正是自己喜欢去的国度。

在杨澍看来，在冰岛留学，有别的留学国没有的优
势。首先，作为气象专业博士生，冰岛自然而然成了他
的研究对象；其次，气象领域专家开会时，作为博士生
的杨澍也有代表冰岛出席的机会，因此获得了与同领域
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深学者以及专家交流的机会，“这对于
气象研究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但在冰岛留学，也并非十全十美。杨澍以荷兰作为
参照物举例说，冰岛的博士生待遇比不上荷兰的，但是
冰岛的物价、房价却比荷兰要高得多。“此外，冰岛地理
位置相对偏，在这里生活的华人比较少，所以想买一些
中国食物、调料等并不方便，而且价格也比较高。”杨澍
说。

在冰岛留学，杨澍第一次意识到空气太洁净“并非
好事”，“我是研究激光雷达探测的，激光雷达探测的目
标是空气里的细小颗粒，因为冰岛的空气‘过于洁净’，
会导致探测的信息质量不高，必须用一些技术手段来辅
助探测。”

在中文互联网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输入“留学冰
岛”，相关贴子数量很少。有在冰岛做过交换生的网友提
到，在冰岛读书的中国学生不多，课堂上也鲜有中国面
孔，“倒是逼着自己更快适应英语环境”。

留学马耳他 感受淳朴生活

欧洲、说英语的岛国，在互联网上输入这两个关键
词进行搜索，马耳他闯进了虞珂 （化名） 的视野，也成
了她最终选择的留学目的国。目前她正就读于马耳他大
学的传媒与心理专业，马耳他大学的悠久历史可追溯到
1592年。“岛国方便我这种路痴生存。” 虞珂嬉笑着说。

但马耳他吸引虞珂的地方远不止这一点。马耳他全
国由马耳他岛、戈佐岛等组成，被誉为“欧洲的乡村”，

风景优美，这也是马耳他旅游业和影视业发达的原因。
虞珂说：“在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举着相机到处拍照的游
客，因为这里实在是太漂亮了，随便拍一张都像一幅油
画。”她有一个分辨游客和当地人的办法：虽然英语也是
马耳他的官方语言，但说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一定不是马
耳他当地人。作为一名留学生，她也会在课余时间去体
验小岛的悠闲生活，无论是在黄金海岸骑马，还是在湛
蓝的海里潜水，她都尝试过。

说到马耳他人，虞珂的感受是当地居民淳朴善良。
马耳他和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当地人对中国人
很友好，很多马耳他人可以从亚洲人里准确地分辨出中
国人。 有一次虞珂在路上走，有一辆小学校车从她身边
经过。车里一个小朋友看到她的瞬间把手和脸都紧紧贴
在车窗上，并且用可爱的童声喊道：“Chinese lady！”车
上其他小朋友听到了，也都挤在车窗上喊着：“Chinese
lady！”她说自己听到以后“心都软成一滩水了”。

张煜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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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澍(中)在欧洲地学联盟年会展示自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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