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海外学子海外学子责编：孙亚慧 邮箱：hwbhgcy2018@126.com

2019年7月25日 星期四

那晚的演出
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窗

中国学子到海外留学，在放大自
身人生格局的同时，也在传播着中国
文化和中国声音。

在我就读的加州州立大学圣马克
斯分校，美国人与初来乍到的中国留
学生谈论最多的话题自然是“中国”。
美国和中国同样幅员辽阔、地大物
博。不同的是，中国拥有更悠久、更
深厚的历史文化沉淀。作为一个中国
人，如何站在客观角度讲好中国故事
呢？随着思维走向独立和成熟，我对
祖国的责任感与日俱增。

2017年12月，因协助妥善处理一
起中国留学生在美被骗事件，我被推
选为圣马克斯分校中国学生联谊会秘
书长。之后，我荣幸地接过主办 2018
年学校“春晚”的接力棒，让“春
晚”不仅成为在美中国学生庆新春、
叙乡情的平台，也成为中西方文化交
流的桥梁。

为了呈现一场精彩晚会，我们创

新思维架构，将中华艺术元素嵌入节
目当中，如青花瓷、茶艺与书法以及
武术、相声及现代舞等。演出结束谢
幕时，我们还向观众赠送了中国传统
的普洱茶饼。这样一场富有创意的

“春晚”，不仅让在美中国学子感受到
了“家”的温度，也让美国师生感受
和体验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我们的有
效努力恰似一扇窗，让在场的美国观
众对中国文化有了更直接的感性认
识。晚会后，不少美国朋友跟我们
说，活动非常精彩，他们看得津津有
味、意犹未尽。

在圣马克斯分校，我所学的专业
是“城市经济与国家的持续发展”。中
国的迅速崛起，使得美国老师们很喜
欢用“China is changing the world（中
国正在改变世界）”来形容中国经济的
发展与壮大。上大课时，老师们常用
中国不同城市的成功做法来探讨发展
中国家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围绕社
会、经济、政策、环境等多角度来探
讨城市问题与解决良策。

介绍中国经济的课堂
场场爆满

留美两年半，我
获得了了解祖国的另
外一种视角。通过美
国 社 会 这 只 “ 西 洋
镜”，我越来越体会
到：每个中国人，都
是展示国家形象的一
面镜子。在美学习期
间，我发现不少美国
人对中国非常了解，
也有越来越多的外国
人渴望了解中国，世
界范围内兴起的学习

汉语的热潮即是证明。
在我们专业几乎所有的课堂上，

老师都会提到中国，他们也非常愿意
倾听来自中国学生的观点：国际环境
政策课上，老师会强调中国在 G20 国
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政府开发援
助课上，老师会称赞中国在对外援助
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这些我所亲历
的一幕幕，都说明世界正在高度关注
中国。

“21 世纪中国的经济”这门课，
聚集了来自中、美、日、比、韩等多
个国家的学生，几百人的大教室几乎
场场爆满。在同这些同学沟通的过程
中，我发现简单的中国国情介绍已不
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讲起中
国的历史、文化、地理时都头头是
道，许多人更是已经在中国多所名校
交流学习过。

在谈到为何对中国如此感兴趣
时，他们也十分坦诚：一位立志要到
中国发展的德国学生认识到了中国在
国际贸易上的影响力，预测德国必然
会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一位想
要从商的日本学生看到了中国旅游经
济高速增长的趋势，希望开拓中国巨
大的市场资源……

新中国历经 70年的发展，特别是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为我们所有海外
学子构筑了牢固坚实的安全堡垒。“中
国模式”已经成为很多美国经济学家
研究学习的重要课题，我身边的许多
老师与同学都充分肯定中国在当下世
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我坚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外
国人想要了解中国，一定会有越来越
多的外国人爱上中国。我期待着，把
最好的中国故事讲给他们听。

（作者简介：林文钦，美国加州州
立大学圣马克斯分校2017级工商管理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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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兴趣当作专业来研究，给刘志垚带来“不知不觉的亢奋”。
有一堂课讲的是当代美国电视剧，这让身为“剧迷”的她很兴奋。“我为
课堂准备的电视剧案例和演员都是自己非常喜欢的，整堂课下来我讲得

‘过瘾’，学生参与度也很高。下课后我才发现我的导师原来一直在旁
听，导师还夸我讲得好。”刘志垚开心地说。

做学术快乐无穷

研究逐渐深入，涉及许多晦涩难懂的心理学和哲学理论，需要阅读
大量书籍和外文文献。刘志垚说，写论文、做课题研究，这些原本以为
会有些枯燥的事情，自己却越做越有劲头。

去年，刘志垚同另一位博士一起创办了一个供博士生交流的社团，
目的是让大家在日常学术研究之外，能有时间定期放松和相互了解。“我
们的社团跟学校里各个博士学院都有合作，博士学院负责学术活动，我
们负责丰富博士的课余生活。每个月最后一周我们会组织大家一起玩桌
游，放松心情、联络感情。”自己体会过在博士候选期间的无奈和焦虑，
刘志垚希望能给后来的博士和准博士搭建平台，让他们有机会与师哥师
姐交流经验。

“读一篇文献、备一堂课、参加一场学术会议。每一天都有新发现，
也有新惊喜。”前不久，刘志垚很喜欢的一位演员在伦敦参加访谈节目，
她也在现场。观众问答环节中，她凭借自己专业的电影知识向这位演员
提问，对方围绕她的问题讲了许多，尽兴作答。“我欣赏的演员对我提的
问题很感兴趣，这甭提让我有多开心了。”

博士读完之后的路，刘志垚已经早早做好了规划。博士课题只是她
最初设想的一小部分，毕
业后她会将课题继续下
去，更加完善。当一名老
师，边研究课题边教学，
是她理想中的生活状态。

“在学习中感受到乐趣归
根结底还是源于喜欢。因
为喜欢，过程中哪怕再多
艰难也会有坚持下去的力
量。”刘志垚说。

行李准备谨慎合规

出国前，整理行李是学子要面临的第一个问
题。一些学子考虑到国家和地域差异，担心离开
从小生活的环境会感到不适应，便想带些自己常
用的物品以备不时之需。但要注意的是，食品往
往会在海关检验时被拦下。

范小葵 （化名） 目前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
第一次赴美时，她担心饮食和口味会不习惯，就
在行李中带了不少中国的食品和调料，打算自己

动手做饭。“等我下飞机过海关的时
候，腊肉被全部没收了，后来我才
知道美国是禁止肉制品进境的。”范
小葵说。

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建议
“准留学生”出国前应查询留学目的
地入境时海关的查验要求，不要携
带禁止入境的食物，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对于不少学子关心的饮食问
题，她也表示不用过于担心，“现在
国外许多地区都有中国超市，大部

分的中国食品、调味品都能买到。”
于子亭目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研究

生，他建议学子出国前可以准备一些日常必需
品，这能为自己节省下不少时间，“对于新同学来
说，刚到国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适应陌生环
境也需要时间。如果再花费时间去找商店、购买
零散的生活小物件，会占用很大精力。”同时，他
还给行李多的学子支了一招，“有些航空公司开设
留学生机票业务，能免费增加行李额度，有需要
的学生可以在购买机票时留意一下。”

要社交也要会独处

于学子而言，进入全新
而陌生的生活环境后，如果
能结识一些好友，对于尽快
融入环境、排解孤独感会有
所帮助。王敏行目前在英国
华威大学商学院攻读硕士
学位，凭借自身活泼开朗的
性格，到学校不久，他就和
周围同学“打成一片”。

“在国外原本就容易感
到孤独，这种情况下如果
再把自己‘封闭起来’，可
能 就 会 产 生 一 些 心 理 问
题。”王敏行说，广交朋友
不但丰富了自己的留学生

活，还能让自己有机会体验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
于子亭出国前就已经在社交平台和论坛上寻

找与自己同读一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他看来，
“抱团取暖”能够很好地帮助学子应对可能出现的
文化差异。“我们很早就建了微信群，大家在群里分
享自己准备的留学攻略，相互借鉴学习……直到现
在我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于子亭说。

虽然平时乐于交友，但王敏行也表示，国外
留学的时间非常宝贵，不应过多地被社交所占，
要把握好度。学会独处也应成为学子在外留学的
一门“必修课”。“独处可以让我们有时间独立思
考、潜心研究学问，这也是我们出国留学的真正
目的。”王敏行说。

清晰规划未来方向

无论是想感受不同的学术氛围，还是想体验
多元文化碰撞，学子出国留学的目的不尽相同，
但有一点相似，即都需要对未来有清晰规划，想
好每一步去向何方。

王敏行表示，自己留学的初衷是为了增加学
术能力积淀，以便在回国就业时拥有更多选择。

“我就读的是一年制硕士，时间短、课程多。因
此，我在出国前就已计划好，未来1年要在顺利完
成学业的基础上挤出时间寻找实习机会。”他说，
虽然平时课业压力很大，但因为有了对未来的明
确规划，使留学时光变得充实而高效。

硕士阶段，于子亭便做好了毕业后在国外继
续读博的计划。开学前他就做了功课，了解到申
请澳大利亚学校博士的相关条件。博士申请时很
注重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课分数，因此，刚到国外
读硕士时于子亭就没有松懈，他并没有给自己留
出太多时间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而是一门心
思地扎进了专业课，努力适应课堂上老师的节
奏，课余时间也基本都留给了专业课学习。“我读
研的时间有2年，学业压力相对较小、时间比较自
由。这时，如果能对未来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目
标，就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时间，也不会感到迷
茫。”他说。

出国留学前 应做好哪些准备

左手是行囊 右手是远方
王玉莹

对于在9月即将开启自己第一次留学之
旅的“准留学生”来说，为迎接独立在外学
习与生活的挑战，今夏有不少准备工作要
做。那么，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准备
呢？且听留学经历丰富的师哥师姐们给出的
建议。

刘志垚：

胶片之中观世界
姜在辉 贾晓月

花光积蓄学电影

高考填报志愿时，刘志垚听从家人和老师的建议，选择了软件工程专
业。但她明白，这并非自己兴趣所在。“我心中仍然有学电影的想法，但又
感觉这个想法不太现实。我试图说服自己，踏实走学理工科的路，但是又
不甘心。”大四时，她选择报考国内电影专业的研究生，但由于跨考难度大
以及准备时间不充分，这个愿望最终还是没能实现。

无法系统学习电影专业，刘志垚便开始寻找与电影相关的工作。毕业
后她入职一家策展公司，开始从事小型电影策展的相关工作。

工作的3年里，学电影的想法非但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反而越来
越强烈。于是她听从前辈建议，决定前往英国攻读电影学硕士，“让我惊喜
的是，父母很支持我。”刘志垚语气中满是喜悦。

2016年 9月，刘志垚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到英国莱斯特大学学习电
影文化研究。刘志垚感慨地说：“准备出国读书的前一个晚上，妈妈对我
说，她也很喜欢电影，但没能有机会学习。看到我能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走得这么远，她为我感到骄傲。”

“新手”老师趣事多

研究生期间，刘志垚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方向。相比于电影创作，她更
享受电影理论史学的研究过程，继续读博的想法逐渐成熟。在历时1年的博
士候选人考核期过后，2018年，刘志垚正式成为莱斯特大学艺术史学研究
的博士。她主动申请担任大一学生的专业课代课老师。

信心满满地去上第一节课时，刘志垚就遇到了学生翘课的情况，班里
15个人只去了七八个，这让她措手不及。在请教过其他老师后，她决定增
加每堂课学生单独发言的时间。随着教学的深入，课堂氛围逐渐变得活
跃，学生们真正爱来听课了。而在讲课过程中，也常常会给刘志垚的研究
课题带来不少意想不到的灵感。

谈起讲课的经历，刘志垚总有说不完的话。“在我看来很经典的电影，
学生却丝毫没有感觉，这时候我心中就非常着急，‘这么经典的电影你们怎
么能不知道呢！’”刘志垚笑着说，后来，她慢慢接受了与学生之间的‘代
沟’，也会跟学生彼此分享爱看的影片，课堂变得更有趣了。

“上小学时，我家住在偏僻的小城，镇子上没有电影院，
只有一个用于剧目演出的‘影剧院’。我第一次去‘影剧院’
是跟父母去看当时很火的电影 《泰坦尼克号》。”刘志垚至今
仍记得第一次看电影时的惊喜和震撼，“电影这东西特别神
奇”。家里置办了台式电脑后，每逢在电视上看到喜欢的电影
时，刘志垚就会在网上搜索相似类型的影片，一遍又一遍地
看。从那时起，电影梦的种子就埋在了她的心底。

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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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州州立大学
圣马克斯分校校园美景

林文钦摄

2018年4月，林文钦(右三） 参与加州州立大学圣
马克斯分校东方论坛讲座后，与同学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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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志 垚 在 伦 敦
观看话剧 《唐璜在
SOHO》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插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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