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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
的中国学子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期间
有反思与成长，也有因语言和文化差异而带来的
有趣经历。

接受笔者采访的赴国外学习小语种的史雨禾
和李林珂表示，小语种学习者留学海外最大的
收获在于通过全方位的语言浸泡，口语和听力
水平会有大幅提升。同时，在与当地人交流的

过程中，能够了解其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体
验不同文化的魅力。

触摸克罗地亚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克罗地亚语专业就读的
史雨禾今年大三，目前正在克罗地亚进行为期 1
年的交换学习。她告诉笔者，学校每年都有对
象国交换学习名额，今年一共有 11 位同学赴克
罗地亚学习。

为什么选择克罗地亚语作为自己的专业——
史雨禾被当地人问过无数遍这个问题。面对这
样的问题，史雨禾最初不知该如何回答。“当地
人听说我的专业是克罗地亚语时，都感到十分
诧异。最开始我会仔细认真地解释，随着回答
问题的次数增多，也启发我深入思考自己究竟
是因为什么要学习这门语言。经过思考，我的
答案是：一方面是因为兴趣爱好，我喜欢克罗
地亚的足球和钢琴家马克西姆；另一方面是随
缘。” 史雨禾说。

在国外学习，不管是课业还是生活都面临挑
战，尤其是对小语种学习者来说。“平时生活中都
要用克罗地亚语交流。”史雨禾说。除了要适应当
地的环境和风俗文化，国外课堂的授课模式对史
雨禾来说也是一大挑战。“刚开始时，觉得班上同
学的口语都非常好，我完全没有自信开口说话。
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的母语与克罗地亚语或多
或少有一些相近之处，我才慢慢试着去主动交
流。我虽然说得慢，偶尔有停顿，但语音语调在
试着靠近当地人，也能保证语法正确，这让我自
信心大增。”史雨禾说。

留学期间，史雨禾尽量让自己的课余活动丰
富起来，比如去孔子学院参加课程、结识语伴去
咖啡馆聊天等。她告诉笔者，在这期间发生了
很多有趣的事。“在我刚上大学时，通过语言学
习软件认识了一个克罗地亚朋友，她和我同
龄，我们很聊得来。今年我到克罗地亚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和她见面。我们都对对方的语言非
常感兴趣，所以每次见面时的场景就是：一个说

着克罗地亚语的中国人和一个说着中文的克罗地
亚人相互交流，当需要纠错或进行深入交流时，
就切换成英文。”

“留学期间，我还学到了很多当地的俚语等，
这是在国内学习时接触比较少的。只有融入当地
文化才能感受到，那些书本上看起来平凡而空洞
的东西其实都很有趣。”史雨禾说。

赴蒙古国立大学学习

在北京大学学习蒙古语的李林珂正读大三，
目前在蒙古国立大学交换学习。

她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历：“这边的课并不
难，有一部分知识在国内已经学过了。比较难的
是谚语，因为这些谚语和当地的游牧文化紧密相
关。”李林珂介绍说，“如果没有在草原生活的经
历，理解一些特定表达的时候就有些力不从心。”

除了在课堂上努力学习之外，李林珂的课外
生活也很丰富。她常常找到喜欢的图书的蒙古语
版，拿来和中文版对照着读。“我还跟着当地老师
学习弹吉他。正是通过和当地人的交流，学到了
很多知识。”李林珂说。

“蒙古国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冷，2月份
的气温有时甚至能达到零下40摄氏度。” 寒冷的
天气让她对到户外探索有些发怵，所以将课余时
间的大部分用在和当地人交流上。她在与当地朋友
相处的过程中，感觉非常愉快，同时还提升了语言
能力。因为当地朋友考虑到她作为一个外国人，蒙
古语能力有限，说话会放慢速度，甚至主动解释没
听懂的部分。

“记得有一次特别温暖的经历。”李林珂回忆
说，“去一家经常光顾的拉面店吃晚餐，服务员知
道我是中国人，就把餐厅的背景音乐换成了中文
歌曲。虽然放的是我没听过的老歌，但仍觉得十
分亲切和感动。”

在学习和交流之余，李林珂也憧憬着以后的
生活。“打算本科毕业以后出国念研究生，学习东
亚知识，也算作是本科阶段学习的延伸吧。” 李
林珂说。

据媒体报道，今年 3 月，一名中国留学生在
加拿大遭暴力绑架，日前已获救。自该案发生以
来，便受到极大关注，也引发了海外学子关于留
学安全的新一轮讨论。

留学安全呈现新特点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
人员总数为 66.21 万人，与 2017 年度相比，出国
留学人数增加5.37万人，增长8.83%。随着留学人
员规模的不断增长及留学低龄化现象的日益凸
显，各类侵害留学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甚至危
害生命的案例时有发生，也让留学人员在海外的
人身安全问题成为热点话题。

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就读的王菁 （化名） 表
示，留学安全一般包括人身和财产两方面。但具
体到个人来说，因留学目的国不同、留学学校不
同、留学期间租住公寓所在的地区不同等因素，
个人可能遇到的危险差异很大。

“这里是中国驻外使领馆，现怀疑你涉嫌犯罪
行为……”2018年，针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敲诈
勒索行为在多国发生，加拿大、德国等均有涉及
中国留学生的“虚拟绑架”电话诈骗案例见诸媒
体。就此，中国驻外使领馆相继发布紧急提醒，
提醒中国留学生严防“虚拟绑架”骗局。

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留学安全呈现出新的
特点。就大家关注的全球恐怖活动增多和留学安
全之间的关系，相关专家表示，在某些国家，种
族主义正在抬头。在此背景下，中国留学生面临
新的安全问题。因此，留学生赴留学目的国之前
要增强安全意识，了解当地常用法律以及最新的

相关案件，了解学校附近的治安状况。

提高应对安全问题能力

就中国学子在海外遭遇危险的原因，王菁认
为，留学生安全意识不够是导致留学安全事故发
生的重要原因。“虽然对留学生来说，无论是从互
联网还是其他渠道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安全教育材
料，而且中国驻外使领馆也会提供各种安全相关
培训，但关键还是自己要有安全意识。”王菁说。

由万铎科技发布的 《2018 年中国赴美留学
生安全报告》 显示，35%的受访留学生认为自身
安全意识薄弱，仅有 20%的受访对象表示知道如
何应对校园枪击、恐怖袭击这类突发事件。近
80%的受访对象表示不知道或不确定如何应对在
海外遭遇抢劫或绑架的情况。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海外学子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都有待提高。

相关专家表示，需要正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
冲突。了解留学目的国的文化风俗、社会状况、
法律法规不仅对迅速融入当地生活有帮助，而且
对避免文化冲突、减少因文化差异、国情差异导
致的安全问题有重要影响。但 《2018年中国赴美
留学生安全报告》 显示，有 36%的受访留学生在
到达异国他乡之前，对上述方面只有零星了解。

“以我周围正在留学的中国朋友来说，他们对
留学目的国和留学目的学校所在区域了解甚少，
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确实容易导致安全问题。”
王菁说，“每次一有中国留学生在海外遇到危险的
案例曝光，就会紧张一阵。但随着讨论热度的递
减，大家的安全之弦就没那么紧绷了。但要保证

留学安全，需要时刻有警惕之心。”

为平安留学添力

无论是个人应对危险的经验交流还是各方为
保证留学安全出台的相关措施，都在为平安留学
添力。

王菁表示，留学生赴留学目的国之前应该尽
量了解当地常用法律、文化等，这非常重要。“选
校前，也可以借助相关网站事先了解学校附近的
治安状况，尽量避免选择坐落在治安状况不佳地
区的学校，以远离危险。”

除了海外学子个人增强安全意识外，为留学
人员“平安留学”保驾护航，已经纳入了中国相
关机构的服务范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从 2009
年开始实施针对留学人员的出国行前培训公益服
务，从人身安全、身心健康、国别知识等方面进
行培训。

日前举行的2019 （第24届） 中国国际教育巡
回展就设置了平安留学展区，邀请相关专家介绍
留学政策、领事保护、人身安全、跨文化交流、
留学适应力测评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出国
留学人员的安全意识。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如果
留学生在海外遇到问题，要及时与中国驻外使领
馆取得联系，以寻求帮助。在海外安全和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就近联系中国的驻外使领
馆，提出相关诉求，说明相关情况。驻外使领馆可以
根据当地的法律法规、中国的法律法规等，来协助
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和机构，维护他们的安
全和合法权益。

11 次大型手术、9 次小型复位手术、两次与死神擦肩而
过，自幼罹患成骨不全症的刘大铭，在过往的24年生命中，曾
凭借自己顽强不屈的精神，将病例翻译成英文发给世界知名的
医院，获得了活下去的机会，也凭借自己对文学的一腔热忱，
先后数次荣获文学奖项。在高三课业间隙，创作完成 17.5万字
长篇个人自传《命运之上》。2016年，他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读心理学专业。

“我想给世界留下什么？”

跟刘大铭谈及海外求学生活时，他表示，刚上大学的第
一年，经历了一段很迷茫的时期。过去 8 年，他一直将活下
去、出版一本书、在世界一流大学接受教育作为人生目标，
他说：“当我实现 8 年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愿望之后，内心却
觉得空虚。当然，我可以设立更多的目标，但我不知道不断
设立目标，最后的终点在哪儿？”这样的感觉令他恐惧，也就
是在这一年，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写自己的墓
志铭？如果生命在某一天终结，那我想给这个世界留下怎样
的印象？”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刘大铭认为，人生好比一场战
争，其中会有大大小小无数场战役。打赢一场战役，并不代表
可以赢得整场战争，所以一定要认清自己人生的意义。

在大一下半学期，刘大铭想通了这个问题。“我的人生想做
两件事情：第一是写出几部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题材不同，
以激励不同的人群；第二是做出自己的产品，可以给一部分人
带来特定价值。总的来说，我想要以不健全的身体，留下一个
健全的世界。”他说。

赴英国学习心理学

文学写作是刘大铭自小的兴趣爱好，但当他还是一名初中
生的时候，就想清楚一点，即大学不会选择与文学相关的专
业。他认为兴趣和学业是两码事，一旦兴趣成为所学专业，每
天都需去面对时，可能会觉得乏味。

谈及为何选择心理学专业，刘大铭告诉笔者，他一直很好
奇是否有这样一个学科既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究，又可以从
人文的角度去感受，在他看来，心理学专业正符合这样的特
征。除此之外，他也想通过学习心理学更好地了解自己。

“成年以后，我一直用宽恕的眼光看世界，或者说是用第三
视角审视我的人生和我与世界的关系。我很想知道这其中的原
因是什么，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了哪些事，涉及到心理学的哪些
理论，能使我以乐观宽恕的态度看待世界并面对生活。” 刘大
铭说。

心理学学习对刘大铭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可
以用更严谨、客观的态度看待世界。例如，心理学中共情能力
的学习，让他了解如何更好地创造丰满、生动的角色。

除了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刘大铭认为选择心理学专业
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举个例子，这个学期我选修
了两门课，一门是情绪，另一门是生活方式与行为的改变。这
两门课让我了解了究竟是什么样的事物在影响我的日常行为和
习惯。从更科学的角度，我学会如何调节情绪和面对压力，这
些都让我终生受益。” 刘大铭说。

学成回国创业

2018年9月8日，刘大铭获得了曼彻斯特大学国际荣誉校友
称号。该项荣誉的授予标准十分严苛，不仅成绩要位列年级前
列，而且要在国际教育领域取得成就，从而为周边环境带来积
极影响。

刘大铭的老师这样推荐他：“他不是唯一一个坐着轮椅来
曼彻斯特大学读书的人，却是唯一一个在本科阶段坐着轮椅
来读书的中国人。他为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多样性带来不一样
的风景。”

刘大铭常给外国朋友讲中国的故事和发展。在他这里，朋
友们感受到一个和想象中不一样的中国。

谈及毕业之后的计划，刘大铭提到了回国创业。高中刚毕
业时，他就和同学一起开发了一款互联网软件，积累了一些创
业经验。2014 年在参加央视节目时也结识了一些优秀的创业
者。这让他感觉到，如果写作是一个人构建一个世界，让别人
来感受和认可的话，那么创业就是一群人在做一件事情，从而
让更多的人因这件事而获得价值。所以，他现在大部分课余时
间都在为今年6月回国创业做准备。

留学记

刘大铭：
用乐观态度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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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一带一路沿线国

语言搭建文化之桥
于璐嘉

史雨禾近照。

李林珂参加蒙古国立大学文化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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