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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分配方式
有了更多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已经走过了
40年。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一批批莘
莘学子远赴世界各地，度过人生中一
段重要的时光。有许多家庭，已是

“两代同框”。
海外学子中的“父辈”，拥有吃苦

耐劳的优秀品质，深深地带有“为中
华崛起而奋斗”的时代烙印，“留学报
国”是那一代留学生的共识。他们利
用宝贵的留学机会，如饥似渴地汲取
知识，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放在了学
习上。他们学成后纷纷归国，成为各
个领域的佼佼者和带头人。

同时，他们的海外留学故事也充满
曲折和艰辛。许多自费出国的学子，都
有半工半读的经历。他们的课余时间，
多是在中餐馆的洗碗池旁度过。

随着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越来
越多的家庭选择支持子女出国学习。
年轻学子的留学压力还在，但生活压
力减少，他们有了更多的可能，让自
己的留学时光多元化并带有个性色彩。

徐霖正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就读。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完成
学习任务上。“对我来说，这里的课很
难，课程也多；周末还要完成很多作
业。老师要求我们读很多书，差不多
每周的每门课都要读完一本书……”

即使面对这样的学习压力，徐霖
的课余生活依然精彩。“周末，我会逛
逛街，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还去
了很多免费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里
有很多艺术展、历史展和画展，我喜
欢这种氛围。”徐霖以前学过音乐，所
以她对艺术方面的信息尤其关注。学
校里有学生组建的乐队，每周五都会
有演出。下课后，徐霖就约上朋友去
看演出，借此放松一下自己。

时间规划能力
有了较大提升

学子在海外学习，需要面对不同
教育理念的碰撞，还要融入全新的学

习环境。这种陌生感带来的影响，常
常会消耗掉一天中除了睡觉之外的大
部分时间。

陈章正就读于日本美利克日本语
学校。他同时在申请攻读关西学院大
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陈章的一天被
学习占得满满当当。“上午学校上课，
一直到下午 1 点才结束。午饭时间只
有一小时，回到家估计已经下午 3 点
多了。接下来是 1 个小时的午休时
间；起床后，复习一遍学过的课程，
再看看有什么需要整理的学习内容。”

对于现在的年轻学子来说，“死读
书”并不被认同。他们认为，留学生
活意味着更多元、多彩的经历。因
此，他们也比前辈留学生更加注重平
衡时间，更加有意识地提升自己的时
间规划能力。

王紫涵正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就读。她发现国外的大学注重让学生
自主学习，于是开始试着学习如何分
配时间。

“老师经常会给我们布置一些相关
的小测试和小任务，这些作业的成绩
将影响学期末考核成绩。所以大家每
天都很忙，甚至要牺牲周末的休息时
间去做这些作业。”王紫涵认为，这种
模式可以让学生始终保持做事效率，
避免懈怠，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学
习上。

“以前我在国内上大学的时候，平
时的学习时间安排得比较松散；快到
考试周的时候，才会集中精力，把所
有知识补习一番。这种方式，使得表
面上记住的内容，过不了多久就会忘
掉很大一部分。”现在，海外的学习经
历使王紫涵掌握了新的方法，要把课
业内容的学习合理地分配到每一周甚
至每一天，以期获得最好的学习效果。

海外的学习也不只局限于课堂，
年轻一代学子早已把学习的空间大大
扩展，认为窗外的风景同样是留学的
课堂，同样能带来启发和思考。这
时，他们要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学习
节奏，分配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白璐曾在捷克布拉格理工大学做
交换生。谈到国外的学习经历，白璐
认为，若要获得好的学习效果，就一
定要给自己留出走出课堂的时间。她
举例说：“一次，在一个关于设计的课
程中，任课教授在前几节课中，带我

们去布拉格伏尔塔瓦河边采风，让我
们用五官感受自然元素，然后在课堂
上讨论怎么通过设计保留体现它们。”

生活内容丰富
体现对留学的新理解

除了学习之外，年轻一代学子还
更加积极地参与校园的活动，努力培
养和保持自己的兴趣爱好。

王紫涵认为，课余时间一定要参
加社会活动，因为可以提高自己的

“生存技能”。
在周末时，王紫涵通常会和同学

一起做各种小组作业，比如拍视频、
做采访、发调查问卷，等等。同时，
她还会分出一部分时间学习做饭。“以
前在家的时候依靠父母太多，自己都
没有机会上手练习。在国外，在餐厅
吃饭不仅贵而且还不合口味，这让我
感到做饭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于
是，我就从最简单的饭菜开始做起。
现在我做出的饭菜已经像模像样了。”

除了没有可口的饭菜，海外生活
也少了朝夕相处的朋友。即便是舍
友，也不再是一起上课、一起娱乐，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王
紫涵和舍友甚至一个月也很难见几

面。这让她真切地意识到，留学的目
标之一，意味着要尽快学会独立。

海外学子注重提升时间规划能
力，还受到了另外一个原因的影响：
如何花钱。

绝大多数海外学子，都不会大手
大脚地浪费“父母的辛苦钱”。陈章
说：“我平时除了上课就是吃饭睡觉，
偶尔去球馆打乒乓球。但是球馆的费
用太贵了，3 个小时要 120 元人民币，
所以不能经常去。”打乒乓球是陈章一
直以来的爱好，但是日本球馆较高的
价格使他不得不减少打乒乓球的次数。

当然，年轻一代学子认为，“时
间”是一项“成本”，规划时间，就是
管理“未来产出”。

徐霖即将毕业，课余时间她正在
为自己以后的工作做打算。时间有
点不够用。“今年 5 月份我就要毕业
了，从这个月开始，我已经投出了
十 几 份 简 历 。 平 时 完 成 作 业 之 后 ，
我还会关注一下学校的就业网站和
校友推荐的公司。”除此之外，徐霖
还会腾出时间，自学一些办公类软
件和数据处理软件的使用，她希望
掌握这些技能可以在找工作的时候
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她冀望着，自己的所有这些投
入，都会获得理想的回报。

年轻一代海外学子
开始培养时间规划能力

于 涵 刘 奇 高 佳

新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一代的学子对时间的分配，体现着他们对海
外学习目的和生活价值的全新理解。

留学海外
仍寻求“家”的味道

春节那天，学校为中国留学生安排了新春活动，准备了
很多装有金币巧克力的红包，派送的小饼干里还夹着新年祝
福；不经意间，我惊喜地发现，墙面上还藏了许多谜语。对
于过年还要上课的我们来说，这已是最大的“年味”了。

刚来澳大利亚时，老师为了帮助我们尽快融入当地生
活，布置了一些有趣的实践作业。有一次，我们小组做了一
份中国菜带到了附近的商场，随机寻找当地人试吃。每个学
子，一旦出国就能明显感觉到自己惊人的成长进步，比如学
会了做饭，学会了在一座陌生的城市独自生活。但对于我来
说，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保持好奇心却不沉迷才是初心。尽
可能去读更多的书、看更远的风景才是我所追求的远方。

用短视频
分享学子的生活和观察

“无聊的 Do 君”是朱东浩在微博、哔哩哔哩等
网站上注册的账号名称。通过简短轻松的视频，他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朱东浩
已经拥有24万微博粉丝。

与别人眼中诙谐幽默的“Do君”不同，朱东浩
喜欢短视频是源于“压力太大”。他说：“读大学本
科时，学业中有困惑，人生发展方向有迷茫，这些
常常令我心里很难受。”于是，每当苦恼时，他就想
去网上看看别人的生活，冀望他人的经历能给自己
提供参考和激励。这个方法，让他收获颇多。网络
世界中，人们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使朱东浩渐渐意
识到：“热爱并向着一个目标不断努力，生活一定会
慢慢变好的。”受惠于短视频的经历，使朱东浩开始
思考，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给和自己有着同样困惑的
人们一点帮助？

于是，2016年11月23日，他在哔哩哔哩网站上
正式投稿了第一段视频。

刚到日本留学时，他常用第一视角记录生活，
制作了“Do 桑的留学日记”系列，分享自己在学
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一尝试开启了他的短视
频博主之旅，但没有为他吸引到很多的粉丝。随着
创作经验的积累，朱东浩的短视频风格也有所转
变。2018年9月开始，朱东浩尝试用一些新的制作技

巧来表达对生活的思考。这一下，为他带来了更多
的人气。“我会看每个网友的评论，也很喜欢和关注
我的人互动。很期待我的想法能与别人的观点碰
撞，并由此产生出更精彩的内容。”朱东浩说。

客观表达观点
作品才会有价值

“有些人认为我说得不够全面，或者认为我思考
得没有道理。”

从分享生活到讨论文化差异，短视频主题内容
的转变，也不可避免地给朱东浩带来了很多质疑。
尽管他认识到这些现象可能会持续存在，但他依然
选择继续坚持。他表示，正是想通过自己所处的位
置和角度，来提供不一样的视角。“如果这短短三四
分钟的视频能引起大家的讨论甚至质疑，我觉得这
本身就很有意义了。”朱东浩如是说。

选择中日文化差异这个方向做视频，不单因为
朱东浩正在日本留学，也出于他对历史、地理等因
素的思考。在日本的学习经历，以及对中日两国日
常生活、文化、社会差异的观察，让朱东浩的搞笑
短视频有了不一样的吸引力。

“网络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日本的信息，负面
的或者吹捧的都有。但我想通过自己的观察，努力
去表述一个更全面的日本。”朱东浩以“遵守秩序”
的选题为例解释他的创作风格。一方面，他认为日
本人的细心、守秩序非常值得学习；另一方面，他

也认为，有时过度遵守也不一定合理。“从不同的两
个观念出发去观察日本社会，很多疑问便会有合情
理的答案。”

与此同时，国外的生活经历也让朱东浩进行了
反向思考，“我是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有哪些特
点”“怎样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朱东浩认
为，虽然不会强迫自己融入当地文化，但“入乡随
俗”是最基本的礼貌。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才会更
客观地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发挥理工科学生优势
不断融入新技法

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朱东浩坦言可以轻松地
既学好学业又当好博主。而且繁忙的学习生活与视
频制作，让自己在争分夺秒中锻炼出一种让灵感

“闪现”的能力，从而使视频作品常有意想不到的
“梗”和“包袱”。

“我热爱科研，也期待短视频产生巨大影响。”
怎样将短视频与自身学科相结合，是朱东浩思考的
问题之一。一方面，他想将科研中的严谨态度应用
在短视频制作中；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作品更有深
度，还能融入自己所学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
技因素。

“我用短视频有趣又不失严谨性地讲述‘高科
技’知识——我想尝试这样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朱东浩的想法也得到学校老师的支持，这促使
他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未来三到四年，我会一
边攻读博士，一边继续制作短视频。”

他的设想是，在接下来的博士阶段，开始从事
偏应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研究；与此同时，他
也有信心和签约的公司一起，制作出更多有趣、有
影响力的短视频作品。

在自媒体日益发达的当今时代，这个理工科学
生，想利用自己这几年积攒下的网上影响力，做一
些助力科技发展的工作。这在他看来非常有意义。

朱东浩：

和短视频
一起成长

李立仁 于 涵

朱东浩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数学和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学习之余，他还是
一位热爱分享海外留学生活的视频博主。

留学杂记
王紫涵

被公交和信件
搞得“手忙脚乱”

在澳大利亚，我住的地方远离市中心。一到周末，当地
公交车就会减少班次。平时20分钟左右来一趟车，周末就会
变成等一小时车才露面，有时甚至会临时取消车次。

在国内城市生活的人们心中，公交车是便捷的同义词，
但在这里，公交车却会让你手忙脚乱。

有一次我坐车去超市买菜，用了不到15分钟就结账了，却
在公交车站等了两个小时才坐上回家的车。因为班次不断调
整，在手机 APP上看实时的公交时刻表成了出门必做的事情。
澳大利亚公交线路的站点之间距离很近，我家门口每隔两三百
米就有一个站牌。下车时，如果不提前按下车铃，司机是不会停
车的。我刚搬来时，记不住站牌附近的标志物，经常坐过站，结
果要一直盯着手机地图，才知道是不是该下车。

和国内相比，澳大利亚还有一点不同，就是频繁使用纸
质信件。各种生活账单、新申请的银行卡和学生卡都是寄到
家里的。这些信件，通常要费时两周才能收到，如果涉及比
较急的事，还真的很头疼。于是，我不仅要坚持天天检查家
门口的信箱，还要上网查看电子邮件，因为学校的重要通知
也会发到学生的电子邮箱里。有一次，临时调换了上课的教
室，因为没有及时查看邮件导致很多人都去错了教室。

艺术、体育、环保
都离不开当地人的积极参与

墨尔本的艺术与文化气息很浓。每当市中心的美术馆有
新展，都有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前往参观。在美术馆里，孩子
们席地而坐，认真听老师讲解画作，时不时还会举手表达自
己对展品的看法。除了学生，还有很多当地居民带着专业的
相机专程前来观摩。

在刚刚结束的2019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很多父母
都带着年幼的孩子来观看比赛，让孩子从小接受体育文化的
熏陶。在公园里，很多人坐在草地上观看大屏幕上的比赛实
况转播，时不时地发出喝彩，为选手的每一次得分鼓掌欢
呼。我的一位澳大利亚朋友有一个小笔记本，每一页上都是
著名网球运动员的签名，李娜、罗杰·费德勒、玛利亚·莎拉
波娃的签名都在上面。这些签名是澳大利亚浓厚体育文化氛
围的一个缩影，既意味着举办过很多大型赛事，也显示着普
通民众对赛事的高参与度。

澳大利亚有着无与伦比的自然环境和宜人的气候；但良
好环境的保持，离不开当地人高度自觉的环保意识。这里的
每个家庭都备有3支垃圾桶，分别用于可回收垃圾、生活垃圾
和落叶。当地居民很重视垃圾分类，如果不认真执行分类将
会被罚款。许多人家都用绿植架起漂亮的拱门，相邻院落也
是用景观树象征性地隔开。由于绿植覆盖率高，居住在这里
仿佛住在静谧的森林中，虽然看不到鸡鸣桑树颠，但每天早
上被鸟儿大声叫醒的感觉也很不错。

春节时作者所在学校举办的新年活动。春
联、福字、红包让作者在异乡也感受到了浓浓的

“年味”。

在墨尔本
当地的美术馆，
孩子们围坐在
一起，听老师讲
解画作。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徐霖 （前排右一） 与外国朋友们一起登
山。在学习之外，徐霖参加了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题图来源于网络）

王紫涵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
莫纳什大学就读，留学时光中的点
点滴滴，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而
她也在异乡的生活中变得更加独立。

上图：网友对朱东浩的印象是：“对生
活很认真、很会搞笑、对人很友善、很擅
长关注生活中的小细节、有点儿男生的大
大咧咧、非常努力、学霸但很谦虚、喜欢
记述并享受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