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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佳节到 又逢阖家团聚时
八方喜迎春 段建珺作

春节临近

学子有多么想家
于 涵

留学海外
春节的魅力未减
春节来到，有的学子满怀思乡之情，却只能望洋兴叹；也有
的父母赶来异乡与子女团聚，只为让佳节更为圆满；还有的学子
因为想家而飞回来与家人团圆。
付梓轩正在韩国中央大学摄影系就读。春节给他最深的记忆
是红灯笼。“小时候过年，外公会做好多灯笼，街坊邻居的小朋
友人手一个。木制骨架上，灯笼的外层是纸糊的，上面画着小动
物。除夕那天，孩子们提着灯笼在江南民居特有的天井里来回奔
跑穿梭，大人们则在一旁嗑着瓜子聊着天，电视里传来春晚欢快
的歌声；伴着阵阵鞭炮声，所有人都很开心。那是我记忆里春节
的样子。”
春节联欢晚会给许多的人留下了独特的春节记忆。王舒容现
在就读于韩国庆熙大学。她说：“虽然现在春晚的内容跟我小时
候相比有了变化，但从记事起，每年的除夕都必看春晚，所以
‘看春晚’在我心里就变成了一件有仪式感、很有年味的事情。”
饶临风就读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谈到“年味”，他
说，“在我看来，过年最有‘年味’的，不是街上此起彼伏的爆
竹声，也不是高高挂着的红灯笼，而是一家一家地走亲戚”。
饶临风的家在一个小镇上，爸爸妈妈家里都有很多兄弟姐
妹，所以到了他这一代，家里的亲戚就更多了，是一个大家庭。
“大年三十，父亲和母亲会先带我去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吃
饭。从大年初一开始，我们就去走亲戚，而且要持续三四天。如
果有亲戚离小镇远，没办法在这段时间‘走’到，我们还会约定
在元宵节再去拜访。”
“现在想来，我真的特别喜欢那种走亲戚的感觉。”
李沛恒正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做交换生。过年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贴春联”。“因为家里经营着几个店面，所以在大年三十
那天，我就和父亲一起把所有店面都贴上春联。”年味对于李沛
恒来说不仅仅是大红颜色塑造出的喜庆氛围，还意味着与父亲相
处、共同迎接新年的点点回忆。
“明明去超市买年货，就能应有尽有，还特方便、干净，可
我家却一直有着去赶集备年货的习惯。”崔菁就读于韩国庆熙大
学，集市是她对春节的别样回忆，“集市上人特别多，特别热
闹。在集市上，砍价那是必须的。砍价可不仅仅是为了省下点
钱，那也是老辈人的沟通方式。老人与集市上的那几家商铺的老
板互相认识，你来我往几个回合地一番砍价，这笔买卖才算谈
成。”崔菁说。
“到了年三十晚上，我们全家动手包饺子。快到夜里 12 点的
时候，饺子下锅，春晚里零点钟声响后开吃。
集市、饺子、春晚，成为崔菁“每到佳节倍思亲”的音符。

思乡情切
饮食成为寄托
在国外读书的饶临风，每当见到亲人或亲密的朋友，每当
见到家乡特色美食，就会格外想家。“有一次，我正在上课，我
国内的高中好友们已经放了寒假。他们聚餐时特意给我发来一
桌子美食的照片，美其名曰‘慰问我’，其实就是‘诱惑’我。
这个时候我就会特想家。”
想家，常常伴随着对家乡美食强烈的味觉记忆。“我们家乡
有清汤、水粉、炒粉，每次回家，都会吃个痛快。”这些美食，
串联起了学子与亲人、朋友、同学的感情，也将学子和春节时
的亲情气息紧紧相连。
“在国外读书，过节的时候最想家。”王舒容谈到想家时这
样说，“节日常与美食相伴，比如过冬至吃饺子、腊八节喝腊八
粥，春节里的美食就更多了。身在异乡的我，眼巴巴地看着国
内的朋友在朋友圈晒家人一起过节，让我特别羡慕。”
求学海外的学子，常常却只能独自在宿舍或公寓里煮盘速
冻饺子；有时甚至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赶作业把做饭都省了。
“每当想家时，我就会给父母打一个视频电话，看一看许久未见
的家人。每当想念家乡美食时，就只能打开手机软件，搜索一
下在国内时喜欢去的店，看一看网友们上传的美食照片搜索记
忆中那香喷喷的味道。”

这是几年前傅梓
轩 （左三） 在家乡与
表亲们的合影。当年
一起提着灯笼到处跑
的那些孩子们，现在
都已经长大。

想念亲人的家书

韩国庆熙大学王舒容
送给远在山东的家人
我这几年，都在外上学，所以懂得了
家人的重要。谢谢家里一直以来对我的支
持和鼓励，让我感受到父母是我最坚强的
后盾，这让我能勇敢地去面对陌生的世界。
希望以后不论我在哪里，都可以每年
和爸爸妈妈一起过年！

挂红灯 崔青梅作

韩国中央大学付梓轩
送给远在浙江的家人
想和爸妈说：爸爸快要退休了。这几
十年您在工作上恪尽职守，是我的榜样；
在家照顾妻儿是位优秀的丈夫、父亲，也
是我的榜样！同样祝福老妈，新的一年
里，您还是那么年轻！

今 年 1 月 28 日 过 “ 小 年 ”
时，身在韩国的崔菁，特意给自
己煮了速冻水饺。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饶临风
送给远在江西的家人
爷爷奶奶：都是我不好，好久没跟你
们通话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在外过年。
你们从小看着我长大，看着我在家玩闹，
今年过年我不在，你们肯定会伤心难过。
不用为我担心，我长大了，这两年我也长
了不少本事，会给自己做好吃的，会注意
保暖、锻炼身体。国外没有家里那么多好
吃的菜，不过基本的食材都可以买到。过
年时我也肯定会好好庆祝一下，不会亏待
自己的。
我很想念你们，祝你们新年健康安
乐！等我大年夜的电话噢！

过春节的方式不同
学子思乡情却相似

炒年货 崔青梅作

英国伯明翰大学李沛恒
送给远在云南的家人
最大的希望是家人身体健康，没有什
么比这个更重要了。

这组剪纸，来自文化和旅游
部命名的“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之
乡”和林格尔县。剪纸艺术传承
人专门挑选了当地过节时贴在家
中门窗的创作作品。愿在异国他
乡的学子在过年的时候，可以借
此装点身边的节日气氛。
和林格尔剪纸已经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那
里的剪纸艺术生动传神，厚重而
质朴，是典型的具有中国气派的
剪纸文化形态。

压年糕 张花女作

送你过节的气氛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从 2018 年 12 月 22 日凌晨开始，美国联邦政府部分部
门停摆。本次停摆时间创下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记录，达
35 天之久。虽然，国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过了短
期支出法案，允许联邦政府重新开放 3 周，至 2019 年 2 月
15 日。但如果在这 3 周期间内，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仍未
达成协议，美国联邦政府恐将再次关门。政府关门不仅
给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也对赴美留学生的在
校学习和生活有一些影响。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只涉及少数部门，其他部门和地
方政府依旧正常运营，对留学生的影响有限。钟士发目
前在凯斯西储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就读。他说：“美国政府
暂时关门，对部分跟政府打交道的企业或者个人产生的
影响比较大，对于像我这样的普通留学生也有影响，比
如，我太太 1 月 24 日飞来美国，准备和我一起过年。许
多由政府运营的博物馆关门了，没法带她去参观。”
班瀚文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他表示
和联邦政府相关的项目还是会受到影响。“毕竟地方政府
依然有税收，公务员依然在工作。但美国联邦政府停摆

崔菁同样会在过节时想家：“遇上中国节日时，国内都在
放假，而我们还在这儿上课；遇上韩国节日时，韩国同学大
都回家，我们留学生却无处可去。这个时候就特别想家！”
今年的农历小年那天，既不是周末也不是休息日，能买
到速冻饺子的商铺并不在崔菁回家的路线上，“但我还是绕道
把饺子买了回来，因为即使一个人过节也要有点‘仪式感’。”
其实，学子想家的由头还有很多。
当课业压力大、考试没有拿到满意的分数时，李沛恒就
会格外地想家。在家庭的环境中，李沛恒的妈妈会通过暖心
的语言来鼓励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事情也没有那么差”。
付梓轩在生病的时候格外想家。“在外面都是自己一个人
住，偶尔生病了也是自己照顾自己，这个时候情感比较脆
弱，特别想家。但是这种时候因为怕家里担心，又会尽量避
免和家里打电话或者视频。”
过节时，付梓轩同样想念家里的吃食：“之前住学校宿
舍，那里没有厨房，不能做饭，而韩国过节时很多店都关
门。去年春节因为有课没有回家过年，以至于年夜饭都是在
一家快餐店凑合吃的。”
饶临风说：“在国外，春节期间我也会和同学朋友聚会，
当然这些聚会都离不开吃。如果人多，那肯定就是吃火锅
了。有些同学比较有心，买了饺子皮和馅回寝室包饺子。包
饺子这个事，把大家联系起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想家的时候，就和家里视频，每周必须有一次。这个
习惯始于大学一年级，再忙也一直在坚持，即使没什么事
儿，和家里人说几句话也好。”付梓轩一直保持着与家人视
频的习惯。
“主要是知道爸妈也在想着我。”
今年春节，付梓轩选择回家过年。“作为一个中国人，总
想在春节回家和亲人们在一起。所以只要有条件我都会回家
过年。对我来说意味着陪在爸妈身边，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
着年夜饭看春晚。”
在韩国读书的王舒容，今年同样选择回家过年。“韩国的
假期和国内差不多，所以今年过年我就回来了。回家过年对
我来说是团聚，是传统，是精神上的加油站。随着年龄的增
长，走得越来越远，陪伴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春节是中国
人最盛大最重要的节日，而在我心里，回家与家人团聚才算
是过年。”
与付梓轩、王舒容不同，今年的春节，却是饶临风 23 年
来唯一一次没有在家度过的春节。“我比较担心爷爷奶奶，估
计过年时，他们就会因为我不在而伤心落泪。我非常想念家
人，也特别愿意做点什么来缓解亲人们对我的思念之苦。我
会打电话给爷爷奶奶，表达我对他们的思念之情，感谢他们
支持我出国留学。”
崔菁之前在国外过年时，宿舍没有电视，她就一直拿着
手机看春晚直播。由于手机信号不好，春晚看得断断续续
的。“去年买了台电视，今年打算去中国超市屯点年货。春节
那天可以边吃边通过 CCTV 国际台看春晚。在国内时，觉得
所有频道都能看到春晚，但是出国后才知道这种小幸福真的
无法用言语形容。今年爸妈来我这里过年，我特别高兴。不
论在哪里，只要家人团聚，就算是过年了。”

美国政府停摆期间

学子生活有何影响？

只有一些与政府合作的项目，奖学金来自于学校和政
府，这样的项目才会受影响。”

链接

赖 杰
的影响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在联邦政府的特别拨款以及
联邦政府主导下的项目，其效率和服务品质都大大下降
了。比如最近在新闻上看到机场安检人员减少，极大地
影响了旅客的出行。”
钟士发还提到了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对学生实验和写
论文或作业的影响。“我读的是环境专业，数据采集、资
料搜索都不依赖于联邦政府机构，所以目前对我没什么
影响。”
但是需要采用联邦政府数据的学生就很受影响。“因
为联邦政府的网站已关闭，需要参考联邦数据的作业或
论文也就难以完成。对于与政府合作的实验室或者实验

室就设在政府机构的，影响更严重，实验只能被迫中
断，甚至连实验室也进不去。”他说。
“另外，联邦政府停摆，对于留学生申请社会安全号
码有影响，因为这涉及到停摆的美国社会安全局。”钟士
发说。
至于网上所传，联邦政府停摆会影响货币税率、留
学申请和奖学金发放的说法，在金融专业学习的班瀚文
逐一进行了回应：“首先，美元汇率下跌不一定与美国联
邦政府停摆相关；其次，留学生申请的是学校，而不是
联邦政府，只要学校通过学生的留学申请就可以了；第
三，奖学金发放一般都由学校决定，与美国政府无关，

社 会 安 全 号 码 （Social Security
Number，缩写 SSN） 是美国联邦政府
社会安全局给公民、永久居民、临时
（工作） 居民的一组 9 位数字号码。以
前社会安全号码多用来报税或等纳税
人退休后用来领取退休金。但现在其
功用已远超这些，不仅用于报税，还
可用来找工作、申请驾照、到银行开
账户、租房子等，其作用类似于中国
“居民身份证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