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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学自2月底以来的高校大规模罢工登
上了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虽然跨越4周的全面
罢工已经结束，但在代表高校利益的英国大学
联盟 （UUK） 和代表大学老师利益的英国大学
工会 （UCU） 对大学老师退休金这个问题达成
共识之前，所有参加工会的老师依然以“软罢
工”——拒绝任何形式的加班，进行抗议。

大学并非是简单的知识传播场所，还应该
产出思想。如果因为市场管理所需，仅仅关注
课时数量、教员接触时间、作业评复周期、学
生就业率等这些易于量化的教与学的指标，其
实是把大学的意义本末倒置了。

因此这次英国高校罢工，并不仅是老师们
举牌抗议，还是一次全国教育界对高等教育的
系统反思。“寻求另一种大学”成为这次罢工的
另一个主要议程。不少院校都发布了师生共议
后的高教宣言，这些宣言各不相同，但均是针
对每个学校具体情况的改革议案。归纳起来，是
呼吁教育应以公共与公益为本、教育资源公正分
配、建立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教学和科研环境等。

罢工是学术界采取的不得已措施，因为在
某种意义上是两败俱伤的极端措施。停课直接
影响的是学生，尤其会影响到来英国只进行1年
硕士学习或交换学习的国际学生。对于一部分
学生来说，分散在四周的 14天全面罢工相当于
将近1/4的总课时就没了。而毕业班的本科和硕
士生也很焦虑，因为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来
说，能否按时毕业决定了他们能否按计划入职
新工作或开启人生新的一章。

停课其实并不意味着教学完全停止。 从教
学秩序讲，之所以这次 14天的罢工以每周累进
的方式进行，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教学冲击的
缓和。比如我给本科和硕士生上的两门课，除
了最后一周完全停课之外，因讲课、课堂讨论
和答疑时间不同，罢工的前三周会有部分教学活动继续，如果学生有问
题依然可以找我辅导。全面罢工结束之后，有些大学还有2至3周的正常
教学。虽然在“软罢工”期间，老师们原则上不补课，但据我了解不同
学校的老师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辅助学生自学，而且完全恢复了答疑时间。

但从另一层面上讲，对罢工的不同反应也映射出学生对大学教育的
不同理解。比如就我的感受而言，虽然罢工后要求一对一辅导的学生数
量增多了，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那些憋足心劲想考好成绩的学
生往往积极联系老师。对于有些学生来说，老师罢工则是他们干脆连最
后三周正常上课也放弃不来的最好借口。类似的观点分歧在工会组织的
学生和老师的见面会上也出现了，有的学生认为正常教学的紊乱是对他
们学业的“致命打击”，也有学生支持老师罢工，并且体谅老师做出的弥
补措施。

两方面的观点都可以理解，因为罢工确实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了影
响，但学生的处理和应对方法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其实早在 3月 13日和 3月 23日，英国大学联盟就提出过退休金的和
解方案，虽然依然未能完全解决问题。高校老师似乎对英国大学联盟的
回应格外挑剔，其实很大原因是这次罢工引起的对“寻求另一种大学”
的呼声。即便对那些认为罢工对他们的学业是“致命打击”的学生来
说，这次高校罢工对于他们来说也未尝不是大学给他们上的重要一课。

2016年，女儿突然去美国读书，让我们
有点懵……

年初的寒假，在重庆读大二的女儿闲聊
时告诉我说：“妈，我想去美国学习。”我回
答：“可以，就去吧。”女儿说去美国，也算
是想法莫名其妙那一类。她小学四年级开始
学英语，喜欢英式英语，未来想去的地方是
欧洲，大学所选的专业为法语。在大一和女
儿谈论留学目的国时，美国并不在计划之内。

寒假后开学，女儿进入法语专业四级的
备考，如果及不了格，学位证都拿不到。她
的紧张状态堪比高三。在这样紧张的状况
下，女儿学校的交换生选拔开始了。她告诉
我，有欧洲的学校，也有美国的学校。从这
一刻开始，她一边备考专四，一边准备资
料，并参加接踵而来的中文面试、英文面试。

很快，女儿成功入选，法语专业四级也
顺利过了关。欧洲的学校被排名靠前的学生
选了，她选了美国学校。随后，校方老师劝
女儿放弃，原因很简单，美国那所学校可能
没有法语专业，她回来面临着无法兑换学分
的问题。如果说备考专四加选拔，已经让女
儿压力很大，那么来自学校老师的劝说，则

让因为入选而放松的女
儿不知所措，甚至沮丧
了。我鼓励她，既然有
机会，咱们就去。至于
学分，回来再修就好。

就这样，女儿坚定
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快得让我们不适应。更
快的是，她到美国大半
个月后，决定放弃重庆
的学业，转学到美国继

续读本科。
当初给女儿选重庆的大学，是我家老父

亲的意见：南方的女孩子到长江以北读书，
各方面都会不适应。女儿所在的美国费城，
用父亲的话说气候类似北方。尤其麻烦的
是，女儿吃不习惯。女儿的这些烦恼，在与
她视频时，我们只能听着，帮不上忙。这样
的环境下，女儿还自愿转学，动力何在，我
们都没想通。

女儿在美国学得辛苦。她从小到大都不
算优秀。那所大学有法语专业，她两门语言
一起学。美国大学作业也很多，学习强度可
想而知。她一直是神经大条的孩子，从前偶
尔在 QQ 空间或者微信抒发感情，大多不会
超过 3 句。到了美国后，居然写出了大段的
感慨，其中就有“常常含着眼泪写作业”。

女儿的压力很大，脸上此起彼伏地长着
青春痘。 每次视频，隔着屏幕我都恨不得把
手伸过去给她抹平。记得在重庆时，有一回
她身体不舒服，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让她买最
早的飞机票回家。可她到了美国，虽然言语
里透露着压力与辛苦，但我若开玩笑说，那
就回国吧，她给我的皆是一脸苦笑。

我们压力也不小，除了担心女儿的生
活、身体，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口袋。刚开始
想着半年就回，再怎么也只有那么多费用；
但女儿决定转学后，每天看美元与人民币的
兑换值，让我们心惊肉跳。女儿在美国刷的
是我的副卡，只要一笔开支的数额到三位
数，我就忍不住出汗。一问女儿，通常贵的
都是买给我们的。

在被女儿弄得紧张发懵的过程中，日子
过去了。想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要
过生活。如此，坦然迎接吧。

罗小玲在株洲工作，女儿葛顺琪在美国

念书。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但母亲对

女儿的牵挂和思念与女儿在美国的苦读和坚

持，映照的是中国很多留学家庭的日常。

来自教育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目前有
145.41 万人正在国外进行不同阶段的学习和研究。
2017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 60 万大关，达
60.84万人，同比增长11.74%，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
生生源国地位。

对出国留学人员来说，从留学收获的维度上看，
个体收获各异，但“朝着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前进”是
大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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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普通而又平常的一个星期三，我在课
后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巨大的呵欠。我对面
的同学问我是不是太累了，我懒懒地趴在桌上说
自己昨晚两点才睡，今天早上七点半又起来去上
课，所以特别困。

不知道因为什么，在我的美国同学眼里我是
一个学霸。我不清楚是什么让他们有这种错觉，
其实我也懒，也不想做作业，有时候也不想起床
去上课，有时上课会走神，也会希望能早点下课
……如果说我跟他们有什么不同，我可能是用功
多一点、用心多一点、准备早一点。

2016 年我读大二，偶然知道我就读的重庆工
商大学有去美国交换的项目，虽然我是学法语
的，但也觉得可以去美国看看，后来又转学到美
国读本科。

我在美国读大学比在国内要累很多。在国内
我的母语是中文，学法语的话，预习和复习都非
常简单。上课时，有不懂的单词，老师直接用中
文解释。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当周围的人都说英
文，而我的专业是法语时，这个难度就不一样
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老师用英语解释法语
单词时，我是蒙圈的。之前，我觉得自己大学英
语6级的水平还算不错，到了美国上课才知道，还
差得远。而且，每年春假、秋假后都会有考试和
要交的小论文，我都会在假期复习功课，而不是
出去玩。

在美国，每门课的第一节课都是老师讲解课
程要求，给每位学生发一份课程安排。这几页纸

详细地记录了该课的评分标准、老师的办公时间
和每堂课的教学安排和课后作业。根据课程安
排，拿着教材就可以按照要求开始预习，但预习
不是说看一遍就可以了。拿我自己的专业来说，
教材是英法对照的词汇，我就会在法语和英文都
看不懂的单词旁标上中文，也会先做完练习，会
在读文章时标注中英文注释，如果有时间和余力
会把课后的作业也做了。这样，上课时再听老师
讲解，就能掌握基本的知识点了。

除了专业课，美国大学还有很多必修的公共
基础课，比如阅读理解和写作课。上这门课时，
我读了两本英文原版书和几篇学术论文，看了一
场话剧，完成了5篇小论文，还写了几篇短文，做
了一次口语展示。除了老师上课临时要求的，我
基本会提前拿着文章去写作中心找老师帮忙修改
一遍，改好后再提交到学校系统里。但我会提前
两个星期写好拿去请老师改，因为考试周的前一
周会有很多人去写作中心，那时候就
很难预约到老师了。

美国的大学评判标准包括课前准
备、课堂表现、出勤率、作业、小测
验、考试，就连课后活动参与情况也
可能是老师评判你的标准。如果你期末
考试考得一般，但是平时学习努力，积
极参加活动，一样能够拿到好成绩。

回看我的学习生涯，成绩一直一
般，所以我并不是学霸，但是我一直没
放弃前进！

和女儿一起“战斗”
罗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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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为我留学为我

带来了什么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 赵晓霞

“独立”：最大的成长

5 年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出发闸口处，
小陶的母亲看着女儿的背影越来越远，“心里担心
极了”，因为这是小陶第一次离家远行。内向的女
儿是否能适应英国的学习节奏，是否能料理好自
己的生活……这些问题一直盘旋在她心中，直到
女儿毕业归来。

已经工作的小陶回望自己的留学经历，认为
最重要的收获是独立生存能力的增强。“身处异
乡，没了家人的照顾，所有事情都需要自己解
决。”小陶说，“我自己找过房子，和房东讨价还
价；找过学校负责人，为了缴费问题……这些在
以前我不擅长的沟通问题，我都一一面对并解决

了。之前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留学之后觉得自
己无所不能。”

刚刚从墨尔本大学硕士毕业的马素湘也清晰
地记得，为了省钱，自己曾购买家具零件。“大到
床和桌子，小到椅子和台灯，花了 3 天时间，终
于把所有家具都组装完成。用超市购物车运过冰
箱，也曾用大型垃圾桶运过洗衣机……似乎每一
样东西的置办过程，都是一部‘血泪史’。”马素
湘说，正因为有这样的留学过程，才让自己真正
地变得独立。

“独立”是海外学子总结留学收获时使用的高
频词。就此，相关留学专家认为，随着留学低龄
化趋势的发展，在父母温柔乡中长大的一代走出
了国门，对这些学生来说，学习、生活的日渐

“独立”确实是最大的成长。

“思辨”：拓宽了视野

在海外学子中，除了研究生外，还有得益于
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发展而出国访学交流的学
者。他们是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的骨干力量，
访学经历于他们的意义，是在求学的同时，可
以用比较的眼光，观察、评鉴进而对中外学术
环境、成果做出客观的评价，并在回国后运用
于教学中。

在法国里昂访学的孙老师表示，访学期间，
在专业领域进行了大量阅读和资料收集，不仅开
阔了知识视野，而且反思既往，吐故纳新；其
次，与众多杰出学者结为同事，开展学术交流，
举办学术讲座，交换思想，砥砺学术，增进了解
和友谊。

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的杨老师在接待导师的

课题研究中，独立承担了一个子课题。这一机
遇让他能从选题开始，就与导师和课题组成员
讨论。“从拟定研究方案、采集标本、样本处
理、实验室分析、数据收集，到撰写论文，我
都认真准备，充分思考，体会接待导师如何提
出问题、设计方案、开展研究和解决研究中遇
到的问题。从中，我对中外研究现状有了比
较，对学术前沿有了把握，这对自己未来的学
术走向影响很大。”他说。

“坚持”：未来更清晰

在跨文化交流中保持批判精神，求同存异，
化解冲突，是出国留学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和
重要收获。

留学英国的小悦认为，夹在中外文化之间，
有冲突也有和解，但在适应留学地文化的过程
中，会接纳新的文化元素，也会坚持自己固有的
文化元素。接纳新知和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会让自己反思，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让自己对未
来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毕业于英国皇家北方音乐学院的许瀚也认
为，在跨文化学习中，坚持自己的观点，保持批
判精神，也是适应新的文化氛围的一部分。

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甚至多边的互
动。因为海外学子的主动交流，他们身边的同事
和周围的朋友甚至改变了对中国的固有印象。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访学的周利明就
坚持在访学期间最大限度地参与学校活动，用中
国水墨在佛罗伦萨国立美术学院写生，使得当地
的教授对中国水墨和西洋画技巧，“越来越有比较
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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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