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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的路，爬过的山，熬过夜的图书
馆，买过菜的超市和集市，上演离别的火车
站……毕业在即，就读于英国威尔士三一圣
大卫大学的韦启雯及其团队回到这些熟悉的
地方，用视频记录在英国斯旺西两年来的留
学足迹。

“在拍MV前，我曾问过很多留学生朋友
对国外生活的体验。‘成长’是重复率最高的
词。”从2017年9月起，拍一个视频讲述留学
成长的想法就在韦启雯心中萌生。喜欢唱歌
的韦启雯、有过作词经验的骆昱君、骨灰级
摄影爱好者张凯文，同样是出于“怀念在英
国的时光，感慨留学生涯中的苦与乐，想留
下属于我们留学生、属于斯旺西这个城市的
回忆”，3 人一拍即合，开启了视频制作之
路。

刚开始那段时间，修改台本、想场景顺
序、思考如何落实拍摄是他们每天起床后的

“第一大事”。逢人便问留学经历，听取不同
朋友的意见……为了视频的呈现效果更好，
韦启雯还尝试过原创作曲，把自己关在琴
房，每天练琴 7 个小时，虽然做的曲子因为
风格不太合适没有用上，但这个过程弥足珍
贵 。 视 频 音 乐 最 后 选 用 的 是 活 泼 大 众 的

《Stay here forever》，并加以改编。拍摄场景
的选择亦非易事。在拍视频前，韦启雯收集
了很多朋友“留学期间最难忘的是什么”的
答案，再结合自己的留学经历，才有了视频
中熬夜写论文、过年包饺子、孔子学院教学
这些真实鲜活的素材。

今年初，台本终于敲定。早春的英国，
寒风凛冽，导演兼主创韦启雯穿着单薄的汉
服，开始了过年场景的拍摄。“拍到后面，3
月的英国突降大雪，我冲到后院，冻得脸都
扭曲了。”

常年阴雨的斯旺西，有阳光的时候不
多，一有阳光，他们就抓紧拍外景。天黑得
早，下午4时左右就没法继续拍摄。“我们没
有反光板，就靠自然光。” 户外拍摄，他们

偶尔会乘公交，上山的时候会打车，主要靠
走路。一个场景结束，大家只能找个卫生间
换衣服。一直陪伴他们的是两个又大又沉的
行李箱，一个作为道具，一个装着服装、
夏威夷小吉他、化妆品、台本等。负责拍摄
的张凯文全程带着单反、相机稳定器和三脚
架，还有几个不同的镜头，扛着相机拍一天
下来，肩膀酸痛是必然的。有时没有找到拍
摄助理，韦启雯就自己拖着两个箱子，“爬楼
梯或者爬山时会分一个给凯文，他还得举着
相机”。“你会看到，在视频结尾，特别鸣谢
了很多人，其实都是我们的助理朋友。5 天
高强度的拍摄找不到一个可以全程跟的助
理，有人只能来半天，有人可以跟一天，大
家上课时间不同，所以每天都是我提前打电
话约好。很感谢朋友们的帮助。”韦启雯回忆
道。

拍摄过程不尽是辛苦，也有意外的收
获。在斯旺西市场，卖鱼的小贩看到他们举
着相机，主动上前搭讪，张凯文便把小贩和
韦启雯的对话场景拍下，“这些是台本里没有
的，反而成为有趣的一部分”。最后在火车站
的场景拍摄，也意外得到了火车站工作人员
的同意，“他们很高兴地给我们一张门禁卡，
让我们进站拍”。

拍摄完成的第二天，韦启雯就踏上了回
国的旅程。而视频制作的后期工作还没有结
束。视频开始的独白，韦启雯反复录了两个
小时，才选出满意的几条。后期的音效、剪
辑，韦启雯在国内过着英国时间，和在英国
的张凯文实时商量修改。

他们的拍摄初衷是希望给有相似留学经
历的人一个情绪的依托之处，“让留学生的情
感在时空中链接，找到共鸣”，而没有留学经
历的人也可以由此对留学生活有所了解。

对韦启雯来说，在有限的时间、设备和
可实践的想法中，大家精益求精、全力以
赴，终于用 《时光不等候》 这个视频给留学
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习惯了斯旺西的码头，却不习惯英国人
的生物钟和白床单；不习惯没有白炽灯，也不
习惯没有豆浆油条的早餐；不习惯冷热分开的
水龙头……等我慢慢习惯。”

留学异国他乡的你，是否也有和呈现留学
生活的 MV 《时光不等候》 里类似的体会——
用一门新的语言和各国同学一起上课，努力交
流融入；熬夜写论文，在图书馆睡着；下课后
独自回家，去市场买菜做饭；因国内外时差，
接通家人电话那一刻强忍泪水；在国外过年，
和华人朋友一起包饺子……

今年6月，《时光不等候》的主创韦启雯参
加完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的毕业典礼，
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回顾自己的留学生
涯，韦启雯说：“2016年到 2018年，在我生命
中这两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两年的留学生
活让她变得更加独立从容，和以前那个一到节
假日就往家奔的姑娘全然不同。

在英国留学，她完成了“以前想都不敢想
的事情”：一个人出国旅游、爬山、下海、唱
音乐剧、策划 MV、开公众号写游记、在市中
心的长椅观察来往的人群、和遇见的旅人闲聊
一下午……

作为一名艺术学专业的学生，毕业策展那
段时光让韦启雯记忆犹新。从策展到布展的每

个环节她都记得：挑选方位及展台、设计背
景、挂背景布、设计光源位置、摆放作品、挂
装饰物、撤展、清扫、恢复展台等。她还记得
布展那几天，把自己制作的展品从公寓搬往展
厅，一大箱子的东西，一趟 20多分钟的路程，
她来回走了很多趟。除了搬东西，韦启雯还需
要把一个废弃的空仓库装修成艺术馆，自己动
手刷墙刷地板。“那几天饭也没怎么吃，身上
头上全是灰，我还在超市里买了一件英国当地
人装修房子穿的粉刷服。”为了毕业设计，韦
启雯向裁缝叔叔学缝服装；在学校的陶艺车间
学做滴水瓦；走访各个博物馆、展览馆，咨询
长辈、做大量的调研笔记……都不在话下。连
续几天的高强度工作，毕业展一结束韦启雯就
生病了。但当看到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设计作品

《雨碎江南》时，韦启雯感到一切都值得。
“生活中有很多事需要自己独立去完成，

此时只能硬着头皮上，经历过、战胜过，就是
成长。我认为的成长就是慢慢变得独立，在经
历的一件又一件事情中吸取经验，变得冷静从
容、理性处事，不再遇事就大惊小怪。”韦启
雯如是说。

留学的每一个足迹，韦启雯都想记录下
来，“想留下属于我们留学生，属于斯旺西这
个城市的回忆”，于是便有了视频 《时光不等

候》。
谈起做视频的初衷，留英学子、《时光不

等候》 的词作者兼创意指导骆昱君说：“来到
英国之后，有看不够、感受不够的风景和人
文，这种与国内相差甚远的风土人情会让我觉
得生活在‘别处’，有一种拓宽了生命维度的
感受，想要把这种感受通过视频表达出来。”

留英学子、摄影师张凯文把《时光不等候》
看作留学生涯的浓缩和结晶，也是对每一位身
在异国他乡留学的伙伴们的寄语和祝福。

他们在视频中吐槽和分享留学生活：斯旺
西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令人神往；冷热水分
开的水龙头“让人抓狂”；斯旺西的台灯是黄
色的光，不适合晚上学习；下午五六点街道上的
店铺就关门歇业；和一屋子外国同学一起上课；
去孔子学院教小朋友中文；在中餐馆打工赚钱；
参加各种表演和比赛；去欧洲各地旅行……

《时光不等候》 是众多海外学子留学生活
的缩影。透过视频，韦启雯及其主创团队想
让更多的学子分享他们的感动，鼓励留学的
伙伴坚持梦想、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努力学习
和工作，“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体验更丰满的
人生”。

正如歌词中所说的:“忘记焦灼和无助”
“放手去追逐”“努力向前不认输”。

本报电 据加拿大移民部公布的
学习许可持有者数据显示，从 2008
年到 2017 年这 10 年间，在加拿大学
习的中国学生总人数的增长率高达
226%。仅 2017 年，就有约 14.1 万中
国学生在加拿大在读留学，占加拿大
全部国际留学生的 28.4%，这也意味
着，在加拿大的国际留学生中，每10
个里面有近3个是中国留学生。

就此，启德教育日前在京发布的
《2018 加拿大留学报告》（本硕篇）
（下称 《报告》） 分析认为，加拿大
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
地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加拿大政府教育投入比重
高；其二，加拿大总留学费用在热门
留学国家中相对最低；其三，加拿大
大学及学院提供的带薪实习机会，有
助于获取就业所需实践经验。

申请竞争激烈

根据该 《报告》，在院校的选择
上，中国留学生在本科阶段更多以医
博类大学为主，其次为综合类大学、
基础类大学和其他大学。

《报告》 显示，有超过 90%的学
生都将本科申请提前到1年以上开始
做准备，其中提前2年以上开始准备
申请的学生占6.4%。与本科类似，加
拿大硕士申请，学校除了要求申请学
生达到学术成绩及语言成绩的标准之
外，更加关注学生的项目经历、活动
经历以及实习工作经历。因此学生需
要更早进入准备状态。

与此同时，加拿大多数本科名校
录取，也依旧要求中国学生提交高考

成绩进行 CQV （中国学位与教育文
凭认证） 认证，此外，随着加拿大名
校申请人数的连年增加，多伦多大
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西蒙菲莎大
学这3所名校在公布的2019年申请标
准改革方案中，加强了对加拿大当地
学生以及国际学生的学术及语言要
求，开始加入考察申请专业的高中课
程成绩。

《报告》 认为，中国学生名校申
请愈发“白热化”，还有其他一些不
可忽视的因素。尤其从 2016 年起，
印度留学生的增长数量非常快，每
年 申 请 量 已 超 过 中 国 学 生 的 申 请
量，而他们也较多以高等教育申请
为主。此外，美国、墨西哥、哥伦
比亚、越南等地的留学生也有明显
的增长。

商科专业热度不减

《报告》 显示，中国学生偏爱商
科，在本科留学生的专业选择上，商
科类选择占比最高，达到38.98%，位居
第一，理科类、文科类、和工科类分别
占比 26.53%、22.63% 和 11.86%。而国
际学生总体选择文科及理科的学生更
多，商科只占到整体的13%。在硕士
专业的选择上，中国学子的选择较为
多样，其中排名靠前的专业包括教育
学、金融等。

就此，《报告》 建议，除了关注
专业排名外，还应关注该专业的课程
设置更偏知识理论还是实践运用、该
专业是否包含带薪实习项目、该专业
未来的薪酬预期等。

（余 音）

2017 年 10 月 2 日，一架客机在
首都国际机场准备起飞。我坐在临窗
的座位上，既期待又有点害怕那片未
知的土地——获得到德国哥廷根大学
交换1年的机会对学德语专业的我来
说弥足珍贵。除了语言锻炼和文化熏
陶，我期待德国带给我更多东西。

在德国的这一年，是我在“成人
初显期”的重要探索。我慢慢感受着
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如何对自己负
责、对社会负责，以及如何适应跨文
化交际。

对自己负责任的起点，是让自己
吃好睡好。在国内视之理所应当、不
足挂齿的“小事”，到了国外都会成
为挑战。比如，国内学校的食堂供应
三餐，而德国的大学食堂只提供午
餐，早晚餐要自己解决。于是，在国
内几乎从不做饭的我，也开始举步维
艰地学做饭，买错食材、做出“黑暗
料理”的事时有发生。一段时间的尝
试以后，我开始能做更难的菜式，想
家的时候就自己包水饺、包粽子。

对自己负责意味着需要优化自我
管理。在德国常常能听到一句话——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在德国文化
里，这句话并非贬义，其言下之意
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这件
事如何开展，但是同时你也有了承担
后果的责任。

在我们学校，一门课的考试一般
有一早一晚两个日期可供选择。有一
次我不小心错报成了不想考的那个日
期，发现时已过了报考期限。我抱着
一线希望去考试院请求帮助。考试院
的工作人员态度很好，但表示期限已
过无能为力，“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从此，我学会了对自己的事情负责。

在基本适应德国生活、调整好自
我后，我开始着眼于更高的层面——
探索自我发展的更多可能性。在这一
年里我对自己的兴趣特长、专业前
景、未来工作、理想生活等有了更深
入的思考和理解。这和留学环境相
关，也是我主动实践的结果。一方
面，德国节奏没那么快，相对安静的
环境驱使人冷静思考、观照自我。另
一方面，德国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
尊重也给予我很大信心，对未来的想
法无论有多少种、多么不切实际，我
都尊重并且努力找机会尝试。

人是社会动物，除了对自己负
责，更要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德国人
喜欢户外活动，空闲时间常常去户外
野餐、烧烤或者到森林野营。但是德
国的环保做得很好，几乎每家每户都

有多个垃圾箱：生物垃圾、废纸、包
装类垃圾和厨余垃圾。此外，超市有
废电池收集处、过期药品要拿到药店
扔掉……我曾以为一个人的力量微不
足道，但垃圾分类这件事改变了我的
看法：只要每个人都参与其中，都贡
献出力，那世界就离我们理想的样子
又近了一步，哪怕这一步看似微不足
道。

在德国留学，我对跨文化交际也
感触颇深。我常常思考，一个留学生
应该如何看待祖国和留学目的国。作
为一名留学生，中国“基因”赋予我

“观察者”的角度，于是我鼓励自己
遇事多思考“为什么”而不是评判好
坏。在观察中，我逐渐了解了中德两
国民众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行为习惯。
所以，在任何交流环境里，我都有意
识地避免自己产生“习焉不察、理所
应当”的思维，因为我深知自己在德
国的社会生活经验之不足。在尚不确
定一件事情的走向时，我会先观察德
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做法，或是直接
询问他们；在与人交流不畅时，我会
尝试复述对方的话并请求澄清。在德
国社会，由于中国飞速发展的现状引
起很多关注，但中德两国文化的差异
难免导致偏见、争论。并不是每个争
论都有解答和讨论的必要。遇到不同
意见时，我会试着判断，对方是刻意
找茬还是尝试真正的交流，进而在坚
持友好、不卑不亢的原则下采用不同
的沟通策略。

“成人初显期”的探索在德国告
一段落。也许爸妈会问我出国一年的
收获，我想，我会把这篇文章拿给他
们看，并告诉他们，女儿长大了，成
了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韦启雯：

留学时光见证成长
□全君娣

韦启雯：

留学时光见证成长
□全君娣

当我唱起这首歌
留学时光已不再

□全君娣

毕业的钟声敲响，
留学生活在脑海中呈现
的图景，对每位海外学
子来说，并不相同。留
学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
卫大学的韦启雯选择将
这些记忆中的画面定格
在 MV 《时光不等候》
中——

“成人初显期”的探索
□刘天娇

中国赴加拿大留学人数

10年增长226%

刘天娇在欧洲旅行留影

留学记

《时光不等候》视频拍摄花絮

韦启雯在制作滴水瓦

韦启雯的毕业设计作品《雨碎江南》

视频中，韦启雯 （中） 和
同学一起上课。 （视频截图）

在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孔子学院中文学校拍摄《时光不等
候》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