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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原来我可以做到”

准备赴美留学时，闫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租房”。在之前
的生活里，闫晗从没接触过租房的相关事宜，但她知道租房是一件颇为
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在大洋彼岸，人生地不熟的，租房更不容易。

提及自己的租房经历，她说：“刚开始，我根本找不到房源。因为我
的租期比较短，不符合租房平台的要求，达不到签约条件，因此无法通
过租房平台提前租房子。”一段时间后，她通过网络查询找到了一个留学
生分享短租房源信息的微信群。但她在发出加群申请之后，却被通知群
内已满员，无法加入。看着留学日期一天天逼近，租房一事仍毫无进
展，不禁着急。幸运的是，几番周折之后，她找到了一个已经加入短租
房源信息群的同学。她说：“这位同学恰好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留
学。每当群内信息更新时，她就会把信息转发给我。”最后，通过对比地
理位置、价格、面积、安全等因素，再经过反复调换、核实，终于在开
学前两个月确定了房源，解决了租房问题。

回顾这段租房经历，闫晗感慨道：“人在走向独立时，总要经历一个
摆脱依赖心理的‘断奶期’。在我看来，租房是我在‘断奶期’的第一个
任务，也是我迈向独立的第一步。”

通水槽“再恶心也得去做”

刚到美国的那几天，闫晗的生活紧张而忙碌。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开始新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说：“除了学习，我每天还要
为一些琐碎的事情操心。比如‘今天三餐吃什么’，就是一件很让人头疼
的事情。美国的饭不是太油，就是太甜，不合胃口，我只能自己做饭。”

就在某天吃完晚饭刷碗时，她和室友发现厨房的水槽堵了。“因为房
子是与别人合租的，所以厨房是共用区域。我也不好意思直接去问究竟
是谁丢了什么东西进去。加上吃完晚饭时已经很晚了，实在不方便麻烦
别人。”没有其他选择，闫晗只能用新买来的筷子去掏厨房的水槽。

她说：“那是一整个香菇！在掏出香菇的那一刻，水槽里的异味扑面
而来。”第一个香菇被掏出后，并没有完全解决水槽堵塞的问题。当时，
闻着水槽的异味，她真想放弃了。但她明白，坐等是不能疏通水槽的。
于是，她和室友捂住口鼻，互相鼓励着，继续掏出了堵在水槽里的香
菇。回忆起这件事，闫晗说：“我当时深刻地体会到，再恶心也得去做。
如果我不做，没有人帮我做。”

独立就是“我能自己过日子了”

留学时间已经过半，闫晗也适应了现在的留学生活。在谈及独立
时，闫晗说：“其实在国内时，也有很多机会可以让自己更独立，但是总
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难以真正落实。”比如她学做饭时，父亲总会站
在她身旁帮助她，生怕她切菜时伤到手、炒菜时被油烫到。她说：“每次
在家学做饭，我总会很快从主厨变成帮厨，最后只有旁观的份儿。当我
脱离父母，第一次自己把青菜煮熟时，我才意识到，其实做饭也不难。”
现在，闫晗除了能在赶作业的夜晚捏个三角饭团作为加餐外，还会做莲
藕排骨汤等“大餐”来犒劳自己。

留学不仅培养了闫晗在生活上的独立性，也让她在性格方面变得更
开朗、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前做事总会有顾忌和胆怯。记得刚到
美国时，我总害怕自己说英语时发音不标准被嘲笑。就连买个汉堡包，
都要站在角落里演练几遍之后，才敢到柜台上跟服务员对话。而现在，
我可以大胆地开口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理解的‘独立’很具体，其实就是‘我能自己过日子了’。不论
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我都能不依靠别人。我能自己做决定，能
靠自己的努力给自己和家人一个交代。”

留学
随笔

从中国人民大学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从北京时间到洛杉矶时间，闫晗开启
了属于她的交换生留学之旅。而这也是她走
出舒适圈、迈向独立的一个过程。

留学，一个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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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是学生放松、休整的时间，也是一个补齐自身短板、提升自我的
好机会。眼下，欧美国家的学生已经或即将迎来长达 3 个月的暑假时光。
面对长假，留学生们又是如何计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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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实习机会
信息搜集是关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寻找好
的海外实习机会是一个系统工程。这
个系统工程中的“后勤保障”，尤其
是信息搜集非常关键。

胡维逊先后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和波兰雅盖隆大学。他在海外读
书期间有着令人羡慕的实习经历。除
了在坦桑尼亚支教外，他还先后赴联
合国总部和欧盟总部实习。在欧盟总
部实习时，他是当期所有实习生中唯

一的亚洲面孔。谈及如何获得好的实
习机会，胡维逊说：“官网是联系实
习最主要的渠道。当然，也可以通过
熟人介绍。”

此外，通过一些合法平台也能够
申请到好的实习机会。田会子目前在
匈牙利塞格德大学留学。她在希腊癌
症协会的实习工作，就是通过国际经
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申请到的。

信息渠道的畅通是学子寻找海外
实习机会的保障。而要找到好的实习
机会，前期的信息积累也不可忽视。
肖礼彬是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
的博士生，目前在所在大学实习。她
曾先后担任国际学生官、商学院辅导
老师、孔子学院中文学校理事等职
务。她说，正是在当地长期的义工经
历和在学术领域的知识积累，使她对
开办讲座的相关事务比较熟悉。她最
终能获得实习机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
是她曾成功举办过中国文化讲座。而
她获准开办中国文化讲座则是因为她
有在当地长期的义工经历以及在学术
领域的知识积累。胡维逊的情况也类
似。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坦桑尼亚和
联合国总部实习的前期经验积累，他
也不太可能成为欧盟总部的实习生。

在海外实习
要注意融入当地文化

独在异乡，人生地不熟，难免会

遇到很多问题。相较于在学校求学，
海外实习对学子各方面的要求会更加
严格。因此，学子在海外实习时，要
特别注意当地的文化传统，尽快适应
并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中去。胡维逊
说：“在海外实习的时候，会遇到很
多对中国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同事，
他们会与你讨论一些敏感问题。只有
充分了解实习所在地的经济文化环境
以及社会风俗，用双方都能接受的形
式沟通，既表达自己的立场，又能够
增进彼此的了解，才能取得较好的效
果。”尊重多元文化，适应当地社
会，几乎是所有受访者一致认可的一
个准则。

在尊重多元文化，适应当地社会
风俗的基础上，受访学子还提到其他
海外实习时需要注意的事。比如，要
有安全意识，注意自我保护，把安全
放在第一位；抓住实习机会，与实习
部门专家、同事构建良好关系，建立
社交网络；扩充自身知识面，具备国
际化视野；尊重实习所在国家的法律
法规和伦理准则，树立底限意识等。

中国学子在海外
应体现自身担当

虽然目前我国在海外实习的学子
越来越多，但在各个国际组织的实习
生中，中国学子乃至亚洲其他国家学
子还是少数。学子在海外，代表着国

家的形象。怎样才能更好地体现中国
学子的担当呢？很多学子主动参与到
与社会公益、文化交流、国际公共事
务等相关的海外实习工作中，就很好
地诠释了中国担当。

肖礼彬负责组建所在学校的孔子
学院中文学校，并协助开展文化活
动。她参与翻译市场需求情况调研，
帮忙在社区宣传中文学校的相关信
息，并为学校推荐优秀的华人中文教
师。她还组建了义工团队，并协助确
定了团队的各种职责，从而保证团队
健康发展。

田会子在希腊癌症协会实习时，
希腊癌症协会联合美国哈佛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全球烟草控制中心”开展
了电子烟研究。她作为秘书长尼古拉
斯博士的行政助理，协助起草文案，
并参与组织了2017年2月4日的全球
癌症日活动。

胡维逊在实习期间，曾为坦桑尼
亚北部城市姆万扎乡村小学的学生教
授数学和英语，协助撰写联合国发展
金融年度报告并参与数据分析和建模
工作。此外，他还自愿组织并发起了
每周一晚上的中文入门课程活动，向
欧盟的同事教授中文、介绍中国文
化。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留学生，他们
在社会公益、文化交流、国际公共事
务等诸多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
们关注世界、专注人类，在实习中展
现自身能力；他们在国际组织中发
声、讲述中国故事，身体力行地体现
着中国担当。

陈华阳，就读于意大利博科尼大学，
是国际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全额奖学金获
得者。在之前的暑假里，他曾在澳大利亚
中国节活动中担任过副导演，在中澳青年
联合会中担任过分会副主席等。面对今年
的暑假，他做了如下两个计划。

“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找实习机会。
我目前已经确定要在米兰的一家生物科技
医药公司实习。我申请的是人力资源管理
的实习职位。之所以选择在这家公司实
习，是因为这里的工作氛围很好。同时，
我也想了解一下生物科技这一新领域。我
看了很多相关报道，感觉未来这一领域会
非常热门，去实习也算提前做一下功课。
而且，这次实习经历会让我在毕业后求职
时更有竞争力。”

除了工作之外，陈华阳在休闲娱乐方
面也有计划。“如果还有空闲时间，我计划
自驾旅行，环游欧洲。先从意大利出发到
德国，向东走几个国家之后，再转个圈回
来。自驾游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旅游方
式。我认为那些著名景点之外的普通街道
更能体现当地原汁原味的文化。自驾游让
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出行地点和停留时
间，更不会错过沿途值得欣赏的风景。”

陈华阳觉得现在的自己相较以前有所
进步和提升：眼光更加长远，视野更加开
阔，性格也比以前成熟了。“我希望利用暑
假，让自己在能力方面有所提升，更进一
步地融入社会。毕竟书本上的知识还需要
结合实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学习
和工作之余，我也希望通过旅游让自己接
触不同文化，了解历史知识，去认识更多
的人，丰富自己的阅历、增长见识。”

胡辉君，在国内西华大学攻读英语翻
译专业硕士，研二时获得国家公派出国留
学资格。现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考文纽斯大
学，攻读公共政策与管理专业硕士。

“以前在国内时，假期无非是在家陪父
母或者出门旅游。这是我在国外的第一个
暑假，所以对我来说意义不同。”

因为国外与国内学制不同，胡辉君已
经将近一年没有回家了。她说，尤其在春
节期间，国内家人都在吃团圆饭，而自己
在国外独自学习，更有“每逢佳节倍思
亲”的体会。“这个暑假，我计划先回家，
陪陪自己最爱的外婆外公。但这次‘家’
的概念更大了，不仅是回自己的家乡，更
是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所以我非常激
动。另外就是要准备硕士毕业论文，同时
继续我的实习工作。我目前在中国商务部
投资促进事务局欧洲代表处实习。尽管实
习单位在布达佩斯，但是我回家之后，仍
会尽己所能为实习单位工作。最后，如果
还有时间，我会考虑一下申博的问题。虽
然暑假很长，但这样安排下来还是非常充
实的。”

因为胡辉君攻读的是双学位硕士生，
所以要兼顾的学业内容较多。“放暑假，并
不意味着我在学习上可以暂时休缓。我需
要更加抓紧时间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会在暑假好好努力，认真准备硕士毕业
论文，为顺利答辩打好基础。同时，我也
会利用在匈牙利所学到的知识，积极寻找
为祖国贡献力量的契机。”

刘津巧，目前就读于以色列巴伊兰大
学，所学专业与人文学科相关。

在之前的暑假，她除了准备雅思考试、
背希伯来语单词书之外，还曾参加云南省的
支教活动。她说：“通过支教，我切实感受到
了目前国内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觉得需
要我们这一代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谈及今年的暑假，她说：“以色列的暑假
长约4个月。我打算先去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圣
经考古暑校。以色列本身历史积淀深厚，可
供挖掘研究的古遗址非常多。以前总是从学
长那里听说这里的考古非常发达，这次我要
亲身体验一下。其次就是学好希伯来语。因
为我想学语言，也觉得希伯来语非常好听，
想利用暑假时间把它学透学精。8月份，我还
计划参加以色列的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去
认识更多的朋友，扩充自己的知识量。其余
零散时间，我可能会参加语言交流会，自学
一些心理学专业的知识。除此之外，在以色
列境内游玩，或者到学校琴房里练练琴，也
在我的计划之列。”

刘津巧在以色列已有半年多了，觉得自
己确实有很大改变。“在以色列，我参加的活
动非常多。随着眼界的开阔，我渐渐学会把
目光放长远去考虑自己的未来。所以，在筹
划这个暑假时，我有更多的目标和规划。我
希望在这个暑假里，能对以色列甚至是中东
的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也希望在亲身接
触考古之后，能够确定自己是否选择这个领
域进行深入研究。我还想结交更多的朋友，
了解更广阔的世界，以更积极的态度去享受
生活。”

海外实习——
一个不错的选择

邓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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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辉君：

“鱼”和“熊掌”可兼得
回家 准备毕业论文

刘津巧：

开启考古文化之旅
上考古暑校 学透一门语言

人 与 人 之 间 距 离 的 拉人 与 人 之 间 距 离 的 拉
开开，，既在于日常怎么过既在于日常怎么过，，也也
在于假期怎么过在于假期怎么过。。行军途行军途
中中，，精兵强将皆知奋力完成精兵强将皆知奋力完成
日行千里的佳绩日行千里的佳绩，，而奇兵更而奇兵更
知连夜奔袭方得无人掣肘的知连夜奔袭方得无人掣肘的
主动之势主动之势。。利用好假期利用好假期，，就就
好似抓住了夜行之利好似抓住了夜行之利。。这可这可
以说是成功者的以说是成功者的““公开秘公开秘
密密”。”。

新学期伊始新学期伊始，，总会有一总会有一
些人以全新的面貌从假期中些人以全新的面貌从假期中
归来归来，，引得他人讶异引得他人讶异。。毋庸毋庸
置疑置疑，，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
假期这个机会假期这个机会。“。“学如逆水行学如逆水行

舟舟，，不进则退不进则退”。”。假期中假期中，，懈懈
怠的人往往随水流飘荡怠的人往往随水流飘荡，，与与
仍默默挥桨逆流而上者的距仍默默挥桨逆流而上者的距
离越拉越大离越拉越大。。

当人们夸奖鲁迅先生是当人们夸奖鲁迅先生是
天才时天才时，，他却回答说他却回答说，“，“哪里哪里
有天才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我只是把别人喝咖
啡的工夫用在了工作上罢啡的工夫用在了工作上罢
了了。”。”

把握好假期把握好假期，，让假期成让假期成
为自己上升途中的加油站为自己上升途中的加油站，，
在假期中补齐自己的短板在假期中补齐自己的短板、、
发挥自己的所长发挥自己的所长，，才能在新才能在新
学期以更佳的状态应对下一学期以更佳的状态应对下一
步的学习步的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成功者在假期中偷偷努力
齐 心

成功者在假期中偷偷努力
齐 心

2016 年，陈华阳在澳大利亚
做交换生。图为当年暑假，他在
澳大利亚东海岸一带旅行。

2017 年 11 月 27 日，胡辉君在“第
六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活
动中担任中小企业合作对接会翻译人
员。

2018年，刘津巧参加以色列特
拉维夫语言交流会，并在交流会中
担任中文大使。

留学时间过半，闫晗已基本适应了当地
的生活，能够独立地学习和生活。图为闫晗
在美国硅谷。

上图：胡维逊 （右一） 在
联合国实习的最后一天，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实习生举办告别
聚会。

左图：2017年，作为理事
的肖礼彬在威尔士三一圣大卫
大学孔子学院中文学校成立一
周年庆典时留影。

暑假临近，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选择到联合国、欧盟
等国际组织实习。海外实习可以使学子将所学知识与社会
实践相结合，也能帮助学子培养国际视野、增强社会责任
感。那么，对学子而言，怎样才能获得一个好的海外实习
机会呢？在海外实习时，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