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海外学子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责编：齐 欣 邮箱：andy-news@163.com

2018年4月5日 星期四2018年4月5日 星期四

“我以为，你还在”

“我以为，你还在。”这是司一真描述那年清明
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那一年我还在上海上
学，清明之后刚好要考试，就跟爸妈说‘不回了’。可
是当我看到所有同学都在收拾行李的时候，一瞬间回
忆占据了我的脑海。”

司一真现在就读于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清明
时节，格外思念远去的亲人。“小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
去老爷爷老奶奶的坟头。堆堆香火，在墓碑前冉冉跳
跃。人们蹲在碑前，诉说着、甚至小声抱怨着、分享
着开心和不开心的家事。在他们心中，此时最欣慰的
就是：我以为，你还在。于是，那年的我买了一张机
票，立马飞回了家。”

“似乎在这个略微带点儿凉意的清明节，待在爸妈
身边才是最温暖的。”现在，司一真远在海外。今年的
清明，她回不了家。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言语之中
透露着遗憾和思念。

清明扫墓印象深

爸妈给他取名“思远”。现在，吴思远是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的一名留学生。让他记忆最深的清明节，是
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回老家浙江青田扫墓、爬山。“那时
候的火车很慢，要一路颠簸6个小时。坐在金温铁路蓝
白色的车厢里，穿行在大山之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那样绵延的山。”

吴思远说：“妈妈告诉我，她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
这条铁路，要坐很长时间的大巴车才能走出县城。火
车慢悠悠地开着，穿过了几十个隧道，到站时已经是
凌晨1点。我们坐上了一辆两块钱一趟的三轮车前往外
公家。那天刮了很大的风，车子经过空旷的县城广场
时，我紧紧地攥住妈妈给我的围巾，保护它不被风吹
走。我现在依然记得那时县城泥泞的街道，街上摆摊
卖菜的人们，还有包子店里缓缓升腾的蒸汽。穿过泥
泞的街道，走过一段窄窄的山路，我们来到墓前，看
望外婆。”

吴思远说：“2015 年，我又去了一次青田。这一
次，带我回家的不再是小时候高高大大的东风4型内燃
机车，而是和谐号。看着动车组列车缓缓进站的样
子，我的心里一时间觉得很自豪，但也有一些惋惜。
慢悠悠的普快列车是我的回忆，它承载着我最深刻的
清明记忆。”

更理解“清明时节雨纷纷”

每当亲人离世，很多家长会对小朋友说“他们变
成了天上的星星”。

但那种悲伤，小孩子是很难理解的。
王芮宁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她说：“小时候

的我，虽然背过‘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
魂’，但是对这其中的情感毫无体会。”她印象深刻的
一次清明节就是小学的时候，学校组织大家去杭州市
太子湾郊游，大家都带着零食与别人分享。自己还因
为偷吃泡面、跳跳糖、辣条被老师批评了。可是 10年

以后的清明节，她的心境已经全然不同。“今年清明
节，我回国了，会去给爷爷扫墓。因为今年春节的时
候，我爷爷走了。小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扫墓的时
候。他们的神情总是很凝重，当时的我还感受不到那
种悲痛。可是今年……曾经最亲的人，已经没有了温
度，住在了冷冰冰的地方，无法触及。”她有些哽咽地
说。

踏青给“清明”换种心情

“踏青在我印象里，就是去看看初春的世界……春
天天气回暖，百花齐放，是彩色的世界。我们家踏青
一般都是在扫墓之后，给人一种‘新开始’的感觉
——忘记悲痛，开始新生活。”虽然今年要给爷爷扫
墓，但是王芮宁还是很积极乐观地面对清明节。

澳大利亚的季节与国内相反，是个多雨的秋天。
“今年的清明节我要去唐人街。要纪念中国传统节日，
到唐人街自然是最适合的选择。每当传统节日来临，
万般思念亲人的时候能看到说着中国话的人从身边走
过，看到一家家在国内也看到过的店铺招牌，这种亲
切感、幸福感会从上扬的嘴角蔓延到心里。”司一真
说，“春暖花开伴着和风细雨，冬天一派单调的颜色随
着雨水的洗刷变成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原本躲在
被子里瑟瑟发抖的我们，脱去沉重的外衣，走出家门
去踏青。感受着阳光的沐浴，感受着世界的美好。”

初到海外
语言是一道坎

刚到加拿大留学，陈璐 （化名） 感觉自己平时生
活中与人对话交流没太大问题。但在上课时，却经常
遇到看不懂的单词和题目，这让她在刚留学时烦恼了
很久。

在上课时听不懂已经不是个案。受访的大多数学
子都表示自己经历过听不懂的阶段。

学子在出国前一般都会经过系统的语言考核，比
如托福、雅思等。但在真正出国后却只有少部分学子
能极快融入到当地的语言环境。大部分学子都会经历
一段或长或短的语言适应期。“我开始确实有一些语言
不适应的问题。”就读于美国北方州立大学的李娅说
道，“记得有一次我请老师帮我辅导语法，想借此机会
提升自己的口语能力。那位老师还带了一位助手，在
补习的过程中，有时她们问的问题我答不上来，还是
觉得挺尴尬的。”

“因为我是通过申请日本的大学的英语项目而到日
本留学的，所以在刚开始留学时，一点儿也不会日
语。”正在日本留学的阿七 （化名） 说，“一开始从租
房到办手机卡再到与朋友交流，基本都使用英文，感
觉还是挺不便的。”语言不熟练，就会使学子的生活和
学习都变得不便。

正在为去英国留学做准备的倪晨煜也表示，她比
较担心自己到英国以后的语言交流问题，所以在出国
前会努力地学习语言。

语言交流难题
缘由多种因素

“我觉得原因就是学习力度不够。”李娅说。虽然
学子在出国留学前会有一定的语言考核，但大部分人
只经历了一个较短期的过程，在听、说两方面的练习
仍有欠缺，这也极容易出现“能写能读，但难开口”
的情况。

流利使用语言进行交流，也决定了学子能否快速

融入当地生活。刚到新语言环境，学子从开口说到熟
练用也需要经历较长的过渡期。“听、说、读、写不熟
练，交流自然容易出现问题。”阿七说。

解决听不懂
学子有妙招

尴尬时怎么办？陈璐说：“我当时经常寻求老师的
帮助，也会请教学习好的中国留学生。”当面临自己难
以解决的问题时，学子应该要学会寻求帮助。但求助
也需要技巧，不仅是学习知识，更多的是学习他们的
方法。“我认为老师和同学是愿意提供帮助的。”陈璐
说。

想要尽快度过语言适应期，学子还是需要靠多
学、多用。阿七说：“我觉得还是要大量听、大量读、
在场景中练习，这样会大大有用。”对此，李娅也认为
多听多说是很有用的方法，“多看外语电视剧，多听外
文歌曲，可以帮助我们更有趣地学习”。

而对于正处于语言适应期的学子来说，可以先从
一些简单的方法开始。“当我们不会用复杂的表达方式
时，尽量换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刚到海外，在与人
交流时，要尽量使用自己会的单词和语法。”李娅说
道。

而即将去英国留学的倪晨煜则表示，她准备带一
支录音笔到课堂上，将老师上课的内容录下来——课
后反复听。这也是很多学子在听不懂阶段常用的办法
之一。

凛冬已去，春日将来，不觉间留俄学艺已历九
载。忆往昔岁月，再看今朝事。漫漫求学之路正如今
日之节气一般，将要春回大地、雪融冰消。

在我看来，留学的道路自然是艰难的，而赴俄罗
斯学习艺术，更是困难重重。因为什么呢？除去留学
生均要面对的语言和生活问题，我想最大的困难便是
来自俄罗斯同专业学生的对比与挑战，以及内心与孤
独的斗争和对抗。

众所周知，俄罗斯在艺术领域拥有很高的成就与
优秀的传统，这也正是我不远千里前去俄罗斯求学的
原因之一。然而面对已经接受五年以上正规美术基础
教育的同届俄罗斯同学，我的学习基础不免显得太过
薄弱。在我刚到俄罗斯时，对语言的使用不是很熟
练，令我感到压力很大，须臾不敢懈怠。在早期技术
提升的瓶颈期，我甚至一度有过放弃绘画，转学而另
寻他途的打算。不过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至于坚持
下来的原因，除了对于艺术的热爱之外，就是当年刚
刚高中毕业，我所拥有的少年人那种特有的“迎难而
上，勇于挑战”的勇气。正是这份勇气与对于艺术的
热爱支撑我走到了今日，而且帮助我渐渐完成了某些
艺术上的小理想。

说到底，外在的压力终究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而能否克服内心的孤独，坚持本心，才是每个留
学生最需要面临的问题。刚住进宿舍的第一天，同室
的四年级学长便问我：“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如果没
有可以发掘一下自身的潜力，不然之后的几年会很难
熬。”最初，我并不特别理解其中的缘由，但是后来随
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感觉到来自内心的强烈孤独感。
早期的语言不通，与俄罗斯同学因思想文化差异造成
的相处困难，加上俄罗斯大学不注重社交，每天就是
吃饭、画画、睡觉。周而复始，不免乏味。不少同学
都曾迷失于此，忘记了初心，淹没了理想。

今天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又称踏青节又称踏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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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留俄
学“艺”路

任念辰

上一周，挑了一个好天气。司一真与朋友
来到墨尔本魔法迷宫花园。绿植、喷泉，生机
勃勃。

倪晨煜为留学做了很多的准备，其中语
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她对自己留学期间的
日常交流有信心，但仍有一些担心，所以她
很努力地在学习语言。图为倪晨煜在梵蒂冈
旅游时的留影。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配图来自网络）

李娅在刚留学时也出现过语言交
流难的问题。有一次她在超市买东西
时因为表达不清楚，导致她和导购员
在超市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她想买的
东西。

““清明时节雨纷清明时节雨纷
纷纷 ，， 路 上 行 人 欲 断路 上 行 人 欲 断
魂魂。”。”但是今天我想为但是今天我想为
清明换一种清明换一种““心情心情”。”。
不妨用不妨用““有时三点两有时三点两
点雨点雨，，到处十枝五枝到处十枝五枝
花花。”。”来形容一下来形容一下。。

越来越多的人会越来越多的人会
选择趁着清明假期出选择趁着清明假期出
去走走去走走，，看看花看看花、、赏赏
赏水赏水。。多去感受一下多去感受一下

新 季 节 的 丰 富 多 彩新 季 节 的 丰 富 多 彩 。。
很多学子在南半球留很多学子在南半球留
学学，，春天的清明此时春天的清明此时
变 成 了 秋 天 的 清 明变 成 了 秋 天 的 清 明 。。
虽不是春暖花开的季虽不是春暖花开的季
节节，，但夏天与冬天的但夏天与冬天的
冷热交替之中自然也冷热交替之中自然也
有值得一看的美景有值得一看的美景。。

别待在家了别待在家了，，拉拉
上好友多出去瞧瞧上好友多出去瞧瞧！！

清明的心情
齐 心

清明的心情
齐 心

留学
随笔

留学记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以上的种种困难又何尝不是
走向成功的阶梯呢？中国自古就讲“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身处强者如云之所，何愁自身提高之慢？不可否
认，身边的同学不仅为我做出了表率，还给予了我专业
上的指导。这些指导有的来自他们被动地讲解，有的则
来自我们主动地学习与模仿。通过不断地观察与模仿他
们的绘画方式，结合自身实践总结经验并不断思考，我
最终掌握这项技术，解决了心中的疑惑。因之身处国
外，强烈的自尊心也会促使你不断地提高，并挑战一个
个困难。孤独虽然会使自己内心上备受煎熬，却也会带
来难得的宁静。使我们可以潜心钻研绘画，不必为其他
的杂事而分心。同时也使得我们的耐性得到了磨炼，我
今日的学术研究无不受益于此。

回顾这段将要结束的留学生涯，虽有重重的困难与
诸多的磨难，但是给予我的帮助与提高也是巨大的。独
立的处事与生活能力、钻研学术与技术的耐性、对艺术
鉴别与欣赏能力以及开阔的眼界都将使我受益终生，为
我日后将要从事的工作与将要追求的艺术理想提供了极
大的帮助。说到底，出国留学追求艺术的道路，就是一
条修行之路。无论以前成功失败与否，只要从这一刻起
坚持理想，不忘初心，勇于挑战，不断提高自我，待到
归来之时亦会如同今日
节气一般，纵是旧寒尚
在，然凛冬已过。春日
暖阳必将照耀大地，并
最终迎来属于自己的缤
纷绚烂之季。

夏秋之交，清明时节。吴思远与
几个华人同学去了温特沃斯瀑布。

夏秋之交，清明时节。吴思远与
几个华人同学去了温特沃斯瀑布。

学 子 初 到 海
外，都会遇到“听
不懂”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