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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
远大理想；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热爱伟大祖国；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担当时代责任；新时代
中国青年要勇于砥砺奋斗；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练就过硬本领；新时代中国青年要锤炼品

留学
青年说

留学记

德修为。
作为负笈海外求学的新一代留学青年，在新的时代，有新的使命和责任。本版从今

(一)

日起推出 《留学青年说》 栏目，让我们听听他们的青春故事，看看他们会交出怎样的青
春答卷。

在国外做
一个中文辩手

余天呈——

刘紫雯

“学会如何看待失败”

日前，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厅内，李子姜所在的新南
威尔士大学辩论队赢得了全澳大学华语辩论赛冠军，这也
是新南威尔士大学华语辩论社第一次获得该比赛的冠军。
回想这 4 年辩论路，李子姜说：
“辩论永远是我的激情。”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失败也是一种学习
从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到本科期间两次赴美
学习交流，再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生，余天呈感受
最深的是懂得了“如何看待失败”。
在麻省理工学院，余天呈加入了学校合唱团。在
排练过程中，有几次因为他的原因，有时是没发挥
好，有时是理解不到位，以致演出不成功。他得到的
不是批评，而是来自老师的鼓励。当他在排练中没出
错误时，老师还带头为他鼓掌加油。这种对“失败的
宽容”让余天呈印象深刻，“正是因为老师的鼓励，我
在后来的排练和演出中越来越顺利”。
在余天呈看来，看待失败的态度对个人的成长影
响巨大。“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把太多精力放在对‘不
能失败’的紧张上，不仅精神状态得不到放松，也少
了尝试其他可能性的勇敢。况且，失败本身也是一种
学习。”
对于学术领域的失败该如何评估？余天呈认为用
“如何看待风险”来描述更合适。在留学期间，他了解
到有些教授的研究方向虽有前瞻性，但不确定性大，
风险也高。但在这些教授看来，要想收获宝贵的科研成
果，就必须要承担探索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到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后，余天呈问导师：
“ 我选择什
么样的具体题目比较好？容易上手，也容易出成果的。”
老师答：“这无所谓，我有一箩筐问题可以交给你
去做，但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自己觉得有意思、也能
完全投入进去的问题。即使在题目开展的过程中有不
确定性，也可以慢慢调整。”
这段和导师的对话，给余天呈留下了很深的印

参加专场音乐会的余天呈。

“我叫余天呈，目前在麻省理工学院电子电气工
程与计算机科学系读博士……”在线教育平台密希大
学日前上线的“百位名校博士看世界”，迎来了一位理
论机器学习方向的讲师。
“90 后”“理论机器学习方向”“海外名校博士生”
是余天呈的标签；“合唱团成员”“力量举爱好者”“喜
欢读毛姆的小说”也是他的标签。
“规划时间、安排人生，关键在于如何取舍，因为让
每个人感到满足、快乐的事情并不相同。”余天呈说。

象，也让他开始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题目。

选课题最重要的是自己喜欢
赴美学习、交流之前，余天呈在阅读国外科学家
的文章及专著时，会好奇他们的研究环境。幸运的
是，在清华大学就读期间，他争取到了两次赴美学习
的机会。
读大三时，余天呈获得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
逊分校的校级交换名额，并赴该校学习。他的指导教
授既年轻又有活力。“我还记得和教授第一次讨论问题
时的场景，教授之前接触中国学生比较少，对于我对
相关问题的见解感到吃惊，当时就仔细地把他关心的
问题都给我讲了一遍。”
除科研任务之外，余天呈还修习了 6 门课程，达到
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交换生选课的上限，其中 4
门研究生课全部获得最高分。他的表现，吸引了好几
位任课老师的注意，他们都曾发邮件问他是否有意去
自己的实验室读博士。
在麦迪逊度过寒冷的冬天之后，次年暑假，余天
呈进入斯坦福大学实习。“在斯坦福大学，最让我开心
的事就是能和心目中的学术偶像近距离接触，让我看
到他们的平凡与不凡。”余天呈说。
如今，博士生余天呈和导师每周单独见一次面交
流科研问题。导师对待科研和生活的态度给了他不少
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年春天，导师告诉余天呈可以开
始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研题目了。“记得他和我说选题
时，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得慢慢想。没想到导师每
周见我时都会问，想得怎么样，逼着我无时无刻不在
想，大概过了 1 个月，终于有点头绪。”余天呈回忆说。
导师对待科研的态度非常乐观，面对困难时看重
的是可能性，而不是妥协。“他对物质条件要求较低，
经常会穿一些企业发的免费 T 恤。”余天呈说。

学钢琴和读毛姆的小说
虽然余天呈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科研项目上，但并
未放弃自己的爱好，也保证每天有 9 个半小时的睡眠。
到波士顿后，他开始重新学习钢琴，还请了私人

钢琴教师。“之所以说重新学，是因为小时候学过，但
现在对钢琴的理解和感受已经完全不同。老师告诉
我，不要怕弹错，重要的是艺术处理。”在学钢琴的过
程中，余天呈觉得“非常好玩，甚至有时会觉得自己
在和历史上的音乐巨匠进行对话”。同时，他办了学生
卡，每周都可以去听世界顶级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
团的演出。
余天呈对音乐的兴趣源于在清华大学读大一时参
加了学校的合唱团。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参与合唱的感
受——被西方古典合唱艺术所震撼。“幸运的是，合唱
团指挥丁毅老师能力出众，拓宽了我对音乐的理解。
到美国读书后，便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合唱团。”
也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好，余天呈十分仰慕赵元
任。“音乐总是能打动人心，带着穿越时空的力量。比
如由徐志摩作词、由赵元任谱曲的 《海韵》 在我人生
低谷时给了我许多启发与鼓励。”余天呈说。
近一年来，余天呈小说读得比较多，原因是迷上了
一些大师的语言风格（比如毛姆）。
“ 本科时，我的年阅读
量约 100 本书，读博士比较忙，变成约 50 本。”余天呈说。
读书、学钢琴、看演出、参加合唱团……余天呈
的博士生活并不都是坐在电脑前，“学业确实很忙，但
需要放松下来。这样，才能有新的想法。其实，有时
候虽然不在电脑前，但思考是不停的。”
“麦迪逊的冬天寒冷而漫长，经常会让我回忆起遥
远的家乡东北。不出门的时候，我会经常对着广阔的
湖泊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余天呈第一次赴美交换
学习期间关于未来的思考，在今天的答案是“希望能
做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事情”。

“充满艰辛又非常快乐”

许晓雨在演唱会现场。

刘紫雯

留学生活：看起来很美？

提到出国留学，“辛苦”是绕不开的词。在一些人的印象里，中国留
学生常处于写论文、作文截止日期、适应语言环境的痛苦之中，但事实
是怎样的呢？

“课业压力在承受范围内”
“网络上跟中国留学生相关的报道常是苦和累，
但我觉得还好。
所以每次
看到类似新闻，
就在怀疑自己是不是个
‘假留学生’
。
”
许晓雨笑着调侃说。
许晓雨就读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每每谈到留学生活，她的语调总
是不经意地上扬。“可能因为悉尼的活动很丰富、风景也很美、世界各地
的美食都能吃到，感觉挺开心的。”
悉尼大学的课程安排灵活，每门课在开学前都会出一份课程大纲，
里面包含这门课在该学期的安排。“任课老师的联系方式、上课时间、分
数怎么评定、作业占比等，列得很清楚。”许晓雨对这样的课程安排很是
满意，“开学前拿到课程安排，就能明确地知道自己该怎么规划。”
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许晓雨也会为作业的“截止日期”而感
到头疼。不过，在她看来，是自己的原因。
“ 课程大纲已经写明作业截止日
期，剩下的就是自己安排时间。因为我比较拖沓，所以才会积在最后连夜
赶作业。”完成作业，许晓雨也会和朋友一起看电影、打游戏。
虽然许晓雨说得轻松，但这不代表她没有课业压力。悉尼大学对作
业质量要求严格，对学生来说，论文写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我学的是
数学专业，有很多定理论证，资料又特别难找，写论文几乎写到‘头
秃’。” 许晓雨说。
“学习本来就不轻松，但已经习惯了。课业压力在我的承受范围之
内，合理安排就不会手忙脚乱。”许晓雨认为，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体来说
还算开心。

魏语 （化名） 即将从英国肯特大学毕业，回望几年留学时光，魏语
说“充满艰辛但又非常快乐”。
语言障碍是魏语初到英国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我在国内时感觉自己
英语还不错，但到英国后，发现不能完全理解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
也不太明白所做题目的要点。”为了练习语言，魏语参加了不少社团，目的
是增加和英国学生交流的机会。
对魏语来说，学习压力很大。“每天泡在图书馆，不停地看文献、写
论文。”到学期末时，魏语每天的时间安排变成上课约四五个小时，写论
文约四五个小时。“时间太紧了，而且老师要求很严格，勉强通过我已经
谢天谢地了。”魏语说。
虽然压力很大，但是魏语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历练之后，体会到了学
习的乐趣。“最有满足感的时候，是对比自己写的第一篇论文，看到进步
很快时的那种自豪感让一切努力都变得值得。”魏语说。
除了学业上的进步之外，生活中的改变也让魏语惊喜万分，她开玩
笑说：“现在，我可以做出牛肉面饭馆版，西红柿炒鸡蛋专家版等。”
“其实回头看，虽然留学生活比较辛苦，但只要度过了适应期就没那
么痛苦了。即使在国内读书，学习压力也不会小。如果描述这种状态，
大概是累并快乐着。”魏语说。

“辛苦之外也能找到乐趣”
“我觉得有些报道中所描述的‘苦大仇深’的留学生活，应该是夸大
了负面情绪。”蒋哲远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期间，大多数时间都花
在做实验和写论文上，“同学间流行一句改编诗‘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
我在做实验’。”
在蒋哲远的眼中，求学的日子枯燥又周而复始，“每天都是吃饭、实
验、论文，感觉被推着往前走，甚至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累不累。”蒋
哲远说，做实验最怕的就是做到一半发现问题，然后推翻重来，“习惯了
一个实验从早做到晚，最怕的是老师说不行，再重新做一遍。”
相比于读本科，研究生的课程安排不太紧张，但需要更多的时间静
心看材料、做实验、写研究报告。“刚到学校那段时间最痛苦，每天都被
各种实验数据折磨，而且还可能被老师骂。”蒋哲远记得，当时临近春
节，他请了一周假回国过年，回美国那天在机场攥着机票不想过安检，
最后还是被父亲劝说上了飞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蒋哲远发现了留学的乐趣，“会参加一些当地的活
动，感受到了美国朋友的友好”。
蒋哲远认为，留学生活虽然辛苦，但在辛苦之外也能找到乐趣，“大
部分辛苦和不适应，都发生在刚到学校的适应期。适应之后，就会感觉
生活真是丰富多彩。”蒋哲远说，“哪个学生不辛苦？相比于在国内读
书，我们还体验到了异国文化。所以要多看一些积极的方面。”

一切始于热爱
“考大学那年看过一场悉尼大学参加的华语辩论赛，
很感兴趣，希望读大学后可以进辩论队。”在李子姜看
来，接触并爱上辩论的过程自然而然，但在她轻描淡写
的背后，是从大一到大四的每一次投入。“辩论让我的大
学生活异常忙碌，为了一场比赛通宵讨论是常有的事。
但因为热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
每一个刚接触辩论的“新人”都有一段磨合期，李
子姜也不例外。她坦言，刚开始打辩论赛时，紧张到话
都说不出来。“我一开始打的是二辩，这是一个需要灵敏
反应的辩位，两分钟的驳论我都说不满。”不过参加的比
赛多了，就变得熟练了，“其实我准备得挺充足，就是太
紧张了。第一次打比赛没什么经验，多打几场就老练
了。”李子姜说。
尽管新南威尔士大学华语辩论社成立已久，但这还
是第一次在全澳大学华语辩论赛上拿到冠军，“我们学校
从来没有拿过冠军，所以我加入辩论社之后，就想着要
赢一次。”李子姜说，“这次能拿到冠军，我觉得是上天
送我的最好的毕业礼物，也了了我 4 年的心愿。”

在爸爸母校参加比赛
说起最难忘的比赛，李子姜说，除了刚刚落幕的全
澳大学华语辩论赛之外，就是去年 10 月参加的于北京举
办的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
“该辩论赛在我爸爸的母校中国政法大学举办，所以
去之前，我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了。”李子姜介绍
说，“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是国际赛事，能在我爸
的母校里比赛我很满足，没想过赢比赛，但是没想到 6 场
小组赛中，我们的辩论社连赢 5 场。”说着说着，李子姜
就激动起来，“我们小组赛碰到的都是武汉大学这样的传
统强队，没想到居然能一路挺进，还拿到季军，所有队
员都特别激动。”
李子姜告诉笔者，国际大学生华语辩论公开赛涉及
的辩题大多是政治、法律、政策、哲学等领域的。“很多
辩题是探讨案件背后的道德伦理等，我对这些很是陌
生。”李子姜称，因为对法律领域了解不够，所以每次讨
论辩题都要借助老师或者学长等“外援”，“有一次我们
就一个案子讨论了一个通宵”。
李子姜认为，去年参加的这场辩论赛算是目前为
止她的辩论生涯里最难忘的一场比赛。“以前碰到感兴
趣的案子只能和我爸讨论，这是第一次能在辩论场上
讨 论 案 件 ， 所 以 就 算 没拿到冠军，我也很知足。”李子
姜说。

所有激情给了辩论社
辩字双辛，论字一言。辩论场上辩手们的唇枪舌
剑、妙语连珠都离不开平时的积累。谈及如何培养辩论
能力时，李子姜表示，知识储备和反应能力是最重要的
两点。“因为很多辩题会涉及到关于历史、政治、哲学
甚 至 科 学 方 面 的 话 题 ， 所 以 首 先要在平时注意知识积
累；其次要有较为灵敏的反应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李
子姜说。
因为加入了辩论社，李子姜非常忙碌。“最累的是筹
备比赛，为了筹备比赛，有时几乎要熬上百次夜，审上
百篇稿，有时一周就睡几个小时。”李子姜说。
“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为了一个社团的活动让
自己这么忙。”李子姜不少朋友都劝她放弃辩论，她在开
始参与时也问过自己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后来便不问
了，因为能为了所热爱的事付出，是一件特别幸运又幸
福的事。”
辩论对于李子姜来说，已经不只是社团活动这么简
单了。“且不说它让我的思辨能力得以提升，逻辑思维得
到锻炼，单说这个队伍，就寄托了我的全部感情。”她
说，“成绩是大家一起奋斗出来的，我们一起哭、一起
笑，所有的激情都留给了辩论社。”
毕业之后，李子姜的辩论生涯或许就此结束，但记
忆却会留下。“辩论是我所热爱的、满腔热血付出的梦
想。我相信，即使在多年后，我也能这么笃定。”

李子姜于北京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