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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求学海外，虽远离故
乡，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同时，在
异乡的他们也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和中华饮食相遇

在海外谈起中华文化，必然少不
了饮食文化。由于中国不同的地区有
不同的饮食习惯，海外的中华饮食文
化也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在
新加坡，早年旅居的华人主要来自闽

粤两地，其饮食文化也和此两地的饮
食特点相关。曾在新加坡管理学院就
读的阿威 （化名） 就有很深的感受：

“食阁一般会销售广东的茶点，如烧麦
等。而在糕点商店，则可以直接买到
福建特色的白糖碗糕。很容易就能品
尝到家乡味道。”

当中华饮食文化进入异乡，会与当
地的饮食文化相结合。这种文化融合既
丰富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形态，也使其更
易为当地民众所接受。在伦敦大学国王

学院攻读文化创意产业硕士学位的高
萌介绍说，伦敦的中国城有不少西化的
中华料理。这些结合西方特色的中华料
理更接近英国人口味，普遍偏甜一些。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求学的艾子（化名）
对此也有相同的感受。加拿大作为一个
移民国家，中华饮食文化在这里也产生
了一些本土化特征。“加拿大的中华饮
食文化也有些受当地饮食文化的影响，
会多甜少辣一些。”艾子说。

感受传统节日气息

海外学子也时常能感受到中国传
统节日的气息。在春节、中秋节等重
大的中国传统节日期间，特色节日小
吃是节日文化重要的展现符号。中国
超市会在传统节日期间售卖节日特
色小吃，一些中餐馆也会筹备一些活
动以庆祝节日。有些海外学子则会选
择下厨制作家乡的特色小吃。在伦敦
的第一个中秋节，高萌与来自中国南
方的朋友在中国超市购置了月饼，而
朋友还自己下厨做了酒酿赤豆元宵。

在海外过中国传统节日，除了能
品尝小吃，还能感受到节日习俗。在
一些华人多的地区，重大传统节日期
间会举行一些中国民俗活动以庆佳
节。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信息技
术专业就读的李楠茜居住的地区离华

人街很近。她介绍说：“每到春节，华
人街会有传统的舞龙活动，很热闹。”
一些外国朋友也乐意参与中国传统节
日的相关活动。艾子在蒙特利尔过春
节时，就曾在路上收到外国友人“新
春快乐”的中文祝福。

传播中华文化

在外求学的中国学子不仅能感受
到熟悉的中华文化，也在身体力行地
传播中华文化。中文作为了解中华文
化的敲门砖，是许多海外学子进行文
化传播的重要手段。一些海外学子在
与外国朋友交谈时，会主动教授外国
朋友一些简单的中文。艾子在课余时
间十分享受这样的文化交流活动：“我
非常喜欢中华传统文化，我觉得教外
国朋友简单的中文也是为中华文化的
传播做贡献。”下学期，艾子还打算参
与学校中文课的辅导工作。

除了教授中文，一些海外学子还
努力让当地的朋友了解中华文化、理
解中华文化。他们会在学校活动或日
常生活中，自觉地向外国朋友介绍中
华文化，使外国朋友能够更加深入地
了解其内涵。在中秋节，高萌就曾和
中国同学一起向来自墨西哥的室友讲
述嫦娥奔月的故事，让墨西哥室友对
中国的传统节日有了一定的了解。

求学体验更为重要

在计划是否出国留学时，不菲的
花销是很多人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网络问答社区网站知乎上，“留
学1年花费多少”的问题下，以英国、美
国为例，答案从 25 万元人民币到 40 万
元人民币不等。相对于留学生回国之后
的薪水，投入产出似乎并不乐观。

从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来说，随
着 近 年 来 留 学 生 数 量 的 不 断 增 多 ，
国内学生接收到的国际化信息不断
增加，外语水平普遍提高，海归的
就业优势并不明显。据某家外资企

业的人力资源经理介绍，除非海归
具有国外顶尖名校背景，否则并不
占优势。尽管如此，从人生经历的
角度来看，国外留学给人带来的改
变却可能受益一生。葛煜坤已从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目前就职于
国内一家外资银行。她认为，留学
经历最重要的是留学环境和周围的
人对眼界、思维方式的影响，这些
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刚从英国巴斯大学毕业回国、正
在深圳求职的陈瑞恩 （化名） 表示，
虽然国外求学压力大，自己目前的求
职也坎坷，但是留学的人生体验非常
难得。“从长远来看，是一项值得的投

资。不过，我还是建议在出国前先详
细了解各方面情况再做决定。”

留学价值如何最大化

尽管留学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是
满载家人期待、付出不菲花费的海外
学子在职业生涯规划时的期望值普遍
较高。抱有高期望的留学生在现实的
就业市场面前可能会产生挫败感。对
于这种挫败感，一些已留学或将留学
的同学却表示，留学只是为了提升自
我。只要个人足够努力，从长远来
看，一定会有所回报。

留学海外的经历在求职时的优势

虽不再明显，但它仍然是提升自己教
育背景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只要是对
自身发展方向有充分认识的留学，完
全可以获得一段有价值的经历。同
时，在做留学规划时应具备长远目
光，摆正心态很重要，而非只着眼于
第一份工作的起薪。

此外，对于负担留学费用略吃力
的学子与家庭，可以选择申请一些公
费交流项目，或者选择一些留学费用
相对低廉的国家求学。总体而言，理
性选择留学目的国和学校，认真规划
留学生活，不把留学当成镀金或逃避
就业的一种方式，留学的性价比都可
以或早或晚地得到很好的体现。

社团类型多
过来人有话说

在选择加入何种社团时，留学生
往往受家庭、喜好等因素的影响。杨
林 （化名） 是美国莱斯大学羽毛球社
社长。他之所以选择加入羽毛球社，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受父亲的影
响，从小就喜欢羽毛球，所以他到莱
斯大学后优先考虑的社团便是羽毛球
社。二是杨林希望能通过参与学校的
社团活动让更多的美国本土学生了解
并爱上羽毛球运动。

司欣 （化名） 是西班牙加泰罗尼
亚理工大学在读博士生，也是该校中

国学生会主席。谈及最初加入学生会
的原因，他介绍说：“初到西班牙时，
中国学生会在生活和学业上给予我很
多帮助，让我很快适应了国外的生
活。所以我也想将这份帮助传递下
去，为更多的学生学者服务。对我个
人来说，也是一份珍贵的人生经历。”

就参加社团与否，在美国南加州
大学读书的赵雪明有着自己的见解。
她说：“在美国大学里班级意识较弱，
学生大都独立选课、独立活动。加入
社团，能有机会与不同专业、不同年
级的人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开拓自
己的视野。”

就选择何种社团，杨林建议，学
子不要盲目为“扩大社交圈”而加
入，还是要看个人兴趣。“美国学校里

的社团名目繁多，社团只要合乎申请
规定，都能被学校批准。学子们加入
前，一定要在网上查看好该社团的相
关信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
自己的。”

就参加社团的数量，杨林建议可
以选择 1 个中国留学生占比较大的社
团。“初到异乡，社团中有高年级的

‘老乡’帮助自己熟悉环境也挺好。”

提升能力和学习
如何平衡和兼顾

参与社团活动，与他人打交道，
学子可以更好地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
能力。杨林在面对“社长”“队员”双

重身份挑战时，就是如此。“作为社
长，我得考虑如何发展壮大羽毛球
社；作为队员，我会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从工作需要和自己的学习时间
出发，合理分配精力。”在这些锻炼
中，杨林感觉自身能力得到提升，而
自己带领的羽毛球社在老师的指导下
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学子在社团中的一言一行都
是在展示着国人的形象。司欣自豪地
表示，在中国学生会的工作加深了自
己对爱国情怀的理解。“作为学生会负
责人，在与各个组织进行沟通的同
时，我真切感受到留学生是民间交流
友好使者，我们的言行举止会以一种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增进周围的朋
友对中国的了解。”

为了让广大考生更好地理解雅思分数所对应的语言能力，
以便有针对性地提升英语水平，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雅思考试
主办方） 日前宣布，将在雅思成绩查询页面新增“成绩描述及
提升建议”。

“成绩描述及提升建议”将根据每位考生听说读写4个单项
的分数分别给出对应的语言能力描述，并就如何进一步提升英
语运用能力给出建议。考生可在成绩发布后，到雅思考试报名
网站查询成绩时，点击成绩栏下方的“雅思考试成绩描述及提
升建议”，查看相应的内容。同时，考生还可将其下载，作为英
语能力评价的阶段性参考。“成绩描述及提升建议”将适用于雅
思 考 试 （IELTS） 和 用 于 英 国 签 证 及 移 民 的 雅 思 考 试 。

（高力力）

招聘季将至，准备回国就业的留学生
也将目光投向国内就业市场。但近来关于
留学花费和回国薪水之间是否平衡的讨论
不时见诸媒体。到底该如何看待二者的关
系呢？

留学这笔账如何算
谷 莹

求学巴塞罗那
毛彦鑫

留学记

雅思新增“成绩描述及提升建议”

如果你恰好有同窗或好友在外留学，他们多半会
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热门留学国。像我这样没
有西语基础，却“离经叛道”前往西班牙求学的，比
例极小。2014年 2月 20日晚，在浦东国际机场，我拖
着大箱小箱，独自踏上了飞往巴黎的航班。再从巴黎
转机去巴塞罗那，正式开始我的留学生涯。在此前一
年，我经历了雅思考试、面向全球的网申和面试、国
家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申请、硕士学位论文提前答
辩、毕业离校和签证办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
斗，所幸我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

很多初次见面的朋友都会问我，为啥选择巴塞罗
那？以致我已经打磨出一套“标准答案”。原因有三：
一是这里有我喜欢的研究团队；二是足球；三是巴塞
罗那这座迷人的城市。我所就读的学校叫加泰罗尼亚
理工大学—巴塞罗那高科，是西班牙最负盛名的理
工科大学之一，也是西班牙最国际化的大学。其
中，土木工程、建筑学、电子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等
学科均名列全球大学前五十。我所在的岩土科学与
工程系，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团队和实验室，是非
饱和土力学研究的奠基者，并因此享誉世界。巴萨
足球俱乐部的主场诺坎普和我们学校是邻居，而我
也恰好住在球场的邻街，虽然没有钱常去现场看
球，但是每次比赛从场外酒吧球迷的欢呼声中也能
猜得到比分。巴萨要是在三大赛事夺冠，球员会举
行游街庆祝活动，我可以有幸近距离看一眼伟大的
梅球王。而巴塞罗那这座全球著名的旅游城市，更是
以它独有的风情拥抱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这里有
山有海，有美景、有美食、有美酒，有冬不冷、夏不热的
气候，有酒吧、有足球，有过不完的节日，有热情友好
的人民，有闲适的生活。传说中苦闷单调的留学生活
绝不属于号称“地中海明珠”的巴塞罗那。

西班牙的博士培养，类似于一种“师徒制”。导师
会直接指导你，如果有必要你还会有一名副导师。根
据你学习的进度，导师会每周或者每两周跟你单独见
面，听取你的学习汇报，解决你遇到的实际问题。不
会有集体形式的课题组统一汇报，每个人都在做自己
的研究，同一个导师指导的研究生研究方向可能相差
甚远。导师跟学生之间地位也很平等，充分尊重学生
的意见和想法，平时学生对导师的称呼也都是直呼其
名。

由于西班牙身处欧盟，所以同欧盟内许多国家的
高校联系非常密切，系里有许多欧盟项目资助的在读
博士生和博士后，比如“伊拉斯谟”等项目。系里每
年也会举办一些学术探讨会、学习班和暑期课程，参
会者是来自同领域欧盟各高校的学者和研究生。其中
欧盟岩土材料实验室联盟暑期课程，由欧盟岩土力学
学会主办。承办方为各个高校，每年轮换，届时会邀
请欧盟岩土力学界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进行授课，内
容从基础知识到学术前沿。每年参会的博士生和青年
学者达百人之多。同时，系里每周都会有专题讲座，
讲座者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教授，也有系里的博士生针
对自己成果的展示和讨论。

由于便捷的学术交流，自然也促成了很多学术合
作。拿我自己来说，在读博士的第二年，我便有幸前
往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同奎多教授合作，开展人工冻
土的断层摄像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
在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卡塞尼教授的指导下，我完成
了冻土热水力耦合作用的数值模拟研究。我还和美国
得克萨斯农机大学桑切斯教授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
粘土复合材料导电特性的论文。这些广泛的交流合
作，扩宽了我的学术
视野，也与多位教授
建立了良好关系，从
中获益良多。

世界很大，世界
也很不同。作为留学
生，如果想要在学习
的同时充分融入当地
生活，体验另一种文
化，或许巴塞罗那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寄自西班牙）

图为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校区一角

求学海外

从过传统节日到传播中华文化
缪童昕

求学海外，留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一
些校内社团，不仅能结交好友、开拓视
野，还能锻炼自己的各项能力。

学校社团多
可以这样选

张亚楠

杨林 （后排左二） 和学校羽毛球社的队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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