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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学习罗马尼亚语已
有多年的学生，我很高兴自己能
获得这次公派留学的机会。转眼
在罗马尼亚的生活已走到尾声，
回首八个多月的留学生活，可谓
百感交集，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异
国求学的艰辛以及同学之间的点
滴回忆都涌上心头。如今留学期
限已满，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已基
本完成当初自己制定的留学计
划。在此，我将留学期间的所获、
所思、所感一一做出总结。

一、学术体验与收获
学术生活是我留学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身为罗马尼亚语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我此次留学的
主要目的必须是学术研究，不仅
要深入学习罗马尼亚的语言和文
学，还要为我的毕业论文搜集资
料。所以早在出国之前，相比起
对国外生活的想象，我思考更多
的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已经学了五年多的罗马尼亚
语，对我来说要应付这里的学习
和生活问题不大，因此我在完成
必修课程之余还时常到布加勒斯
特大学的文学系旁听不同专业的
课程。第一次接触西方的教育模

式，发现与国内的课堂大庭相
径。从课程形式来说，在罗马尼
亚，所有科目每个星期都会有一
节讨论课，讨论课独立与普通课
堂，不占用老师授课的时间。这
在国内是不常见的。国内亦有课
堂讨论，但往往赋予课堂的最后
一节，时间短且还是以老师为主
导。参加过几次讨论课让我领略
到了罗马尼亚学生的活跃与思想
的开阔，受益匪浅。从课堂风格

来说，在罗马尼亚很少有固定、统
一的教材，因此学生的信息只能
来源于授课老师，教授方式也完
全取决于老师的个人习惯。八个
月来旁听了各式各样的课程，也
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老师：有的老
师喜欢一板一眼地读自己的教
案；而有的老师比较随性，想到哪
儿讲哪儿；有的老师上课纯凭讲
述，甚至很少书写板书；而有的老
师则会精心准备PPT。这对我来
说便是一种考验了。遇上全程只

靠讲述授课的老师，想要理解所
有内容对我来说还是有些困难
的，尤其是文学课。这就要求我
课后自行查阅资料弥补空白。与
其说我来这儿学更多的知识，不
如说我来这儿学到了一种学习方
式。以往老师会告诉我们需要阅
读的资料有哪些，现在我却需要
自己在图书馆找出那本可能对我
有帮助的书，久而久之自主学习
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而留学期间在学术生活上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我发觉了自
己对研究语言的兴趣。以前只知
道自己是学生有义务学好专业课
程，而现在是由衷地想进一步研
究这门语言。留学期间课程上所
教授的语言知识其实我都已掌
握，不同的是罗马尼亚老师讲授
的角度与国内不同。换个角度
再学一遍不仅让我更透彻地了
解这门语言，同时也让我认识
到研究语言是一项既有意义又

有意思的工作。
二、罗马尼亚人文、地理印象
留学除学习之外，还应有充

分了解罗马尼亚社会与文化的意
义。留学期间我也去了好几个罗
马尼亚其他城市游玩，到过山里
也到过小镇，感受了罗马尼亚的
好山好水好风光。让我感触最深
的是这里人民的乐观。留学期间
认识了不少罗马尼亚的同龄人，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快乐的民族，
一群人、一块空地和一群篝火就
是一场派对。不需要彼此之间有
多么熟悉，也不需要通晓对方的
语言，见了面握了手，大家便能一
起歌唱，一道起舞。不用为昨天
后悔也不用为明天担忧，只需感
受眼前的欢乐，恰如那句有名的

“活在当下”。不禁让我想起临行
前友人对我的告诫。既来之则安
之，既然我已经来到了这里，不如
像罗马尼亚人一样生活，充分地
感受。如此一来也让我缓解了不
少初到时慌乱的心境。

三、异国生活的适应
可以说在这次留学期间才开

始了真正的独立。先说办事方
面，初来咋到时需要办理的手续

颇多。毕竟是西方国家，方式方
法肯定与国内不用，又有着一定
的语言障碍，这些都需要自己摸
索和克服。再说生活方面，虽说
本科四年也离开了家乡住在学
校，但在异国生活难度大许多。
罗马尼亚没有校园的概念，学校
和宿舍区不在一个区域，因此就
不会有食堂、洗衣房等等，一切生
活问题都需自己动手解决。最大
的问题要数做饭。经过一次次的
尝试和努力，之前从未做过饭的
我也能自己做出一桌好菜了。因
此八个多月的留学生活也极大地
锻炼了我的生活能力。

回想八个多月的留学路，感
触颇深。这段日子里有欢笑也有
眼泪，有知识的提高也有观念的
更新，有阅历的增加更有对人生
的感悟。最初的艰难苦涩也都随
着心态的不断调整和适应迎刃而
解。在国内看世界和到国外亲身
体验大不一样，耳濡目染接受到
的思维方式将对我今后的发展起
很大的作用。在罗马尼亚的留学
生活不仅是我人生中难忘的经
历，更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使我
受益终生。

我是带着逃跑的心情离开布加勒
斯特的。

城市的属性总是复杂的，便利意
味单一;快速带来冷漠;高效引来一个一
个更大的追求,或者说是欲望。这里从
来不是学习语言文化的好地方。

在前往巴纳特地区的路上,我的心
情自然是忐忑的。 匆匆联系好的
homestay,是一个只有十年历史的东正
教修道院。而我近乎是一无所知的踏
上了旅程。

后来见了一个有五百人修女的修
道院，才知道我待着的地方算
是个比较奇特的存在。没有很
多严格的规定，也没有宗教灌
输式的宣传，大修女爱德语开
起车来象舒马赫，神父爱吃辣
太爱讲笑话，其他的修女们各
司其职。在深山里面，有着另
外一个小小的社会，每个人都
尽量表现出内心最善良的一
面，不管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存
在。

我们常常调笑说世界上
强大的力量现在都聚集到了
这里——中国的我，美国的
TJ，俄罗斯的N，以及硬被算作
德国力量的奥地利的K。

TJ一家是我最早接触的
人。妈妈带着14岁的双胞胎来
考察情况。TJ一共四姐妹，其
中三个都是在家中教育。她喜
爱外国文化，所以母亲和家庭
老师商量着把她送到这生活7
个月。至于双胞胎妹妹，她喜爱牛仔文
化，聊天中我估摸着她似乎想去马场中
生活。母亲A是个有主见的女人，在她
身上我算是见识到了美国人的夸张幽默
和自信。头发的颜色换来换去，老爱在
眼睛边上画塔图,酷似海伦娜·伯翰·卡
特,热爱约翰尼·德普,把生活过成戏剧,
想让自己的孩子找到并追求热爱的东
西,这是她.对美国初高中教育充满担忧
反感的她,临走前给我开了个小玩笑,她
说——欢迎你来加州，我保证你会很自
在的哈哈，我的家周边都是中国人，他
们为着孩子来到这，而我却想带着孩子
逃离那过分形式自由的教育。美国人A
把罗马尼亚当成了过客的旅店，从未真
正想了解过他们的文化。

K是艺术专家。事事理性追求完
美，却时常感性到落泪。她或许曾是我
梦想中的自己--隐忍，尊重，细腻，独

立，高贵。她时常回忆起她在亚洲的经
历——拥挤的人群，嘈杂的集市，人不
是总是追求自我过分独立，他们生活在
一个集体中，对彼此的生活充满好奇。
听完我笑笑，说：人总是喜爱自己没有
的东西，或许那些人要的和你相反，他
们要的是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为国家
和其他的人而左右生活。我喜爱她，
她教会了我不同的我以为不可能的生
活方式。

出国前，父母反复交待我，不可太
固执，和他人起争执，他们总怕我在那

满是洋鬼子的世界和别人打
得头破血流。只有我姐知道
我是纸老虎，记性太差，怕麻
烦，争吵是我最后会选择的
事。没想到近几年来我第一
次发脾气却是对一个外国
人。N是典型俄罗斯人，爱酒，
急躁，能歌善舞，性情豪放，傲
慢无礼。每周她都爱搞个俄罗
斯美食日，我和K是她理所当
然的助手。或许因为我年纪
小，她总爱大声指示我做这做
那，成了习惯后也不会带请和
表示感谢。没有时间观念的她
又一次不能及时完成食物，我
和K忙得一塌糊涂，她突然指
使我拿来一盆她根本没交代我
切好的洋葱，我一脸迷惑，耳边
只响起她的“WHY！WHY！
WHY！”要是以前的我，会很抱
歉的马上去做好，不料，这姑娘
昨晚刚看了一篇文章《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马上就现学现用
了。我一甩手，转身去帮助修女去做其
他的事，表明态度，你不是我老板，下次
要指使我做事，请轻声说“PLEASE”和

“THANKYOU”。后来我们相敬如宾，
她也学会了尊重我和K。不过她的确是
个可爱直率的人。

神父说，生活在这的人不能走向
全世界，所以他选择让世界走向他们。
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 和睦相处，种地
挤奶采蘑菇，养蜜蜂做果酱带着狗骑车
在森林里游荡。回程的路上，一白头老
翁对我讲，你知道为什么你现在能交流
吗？因为你爱罗马尼亚，你爱这门语
言，我知道。哦，是他们让我爱上了这
里。

至于现在，被人调笑说带了乡村
口音，我挤挤眼睛，回她一句——dia⁃
lect is thenewsexy~

留学总结 文/王 晖


























































2012年暑假考察走访了 8所美国常春藤
大学。

早晨起来想去看看唐骏的“母校”——加
州理工学院（非常春藤），毕竟是世界排名第
一的大学！！！！

加州理工学院位于洛杉矶东部的 Pasa⁃
dena帕莎迪娜，从我住的地方USC（南加大）
开汽车 30分钟路程。汽车围绕加州理工学院
校园转一圈15分钟。校园只有50公顷和传统
意义的美国大学动辄几万学生比简直太小，
加州理工直至今日依然是一所规模相对较小
的大学，大约900名本科生，1,200名研究生和
915教员（包括教授、终身研究型教授和博士
后研究员）。截至2011年，加州理工拥有33位
诺贝尔奖获得者，钱学森是 1939年加州理工
的博士，国人关注加州理工学院多缘于唐骏。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的《泰唔
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将加州理工学院评为世
界第一的大学。在物理、行星科学、地学领域
公认为全美第一。美国普林斯顿评论在 2006
把加州理工学院在全美“最难申请上的大学”
里排名第一。

早听USC学生说：进不了加州理工才去
MIT（麻省理工学院），唐骏称其是加州理工博
士毕业，估计是理想的追求，值得同情。谁让国
人这么看重美国的文凭，活该被骗！但话又说
回来了，为什么全世界的精英都向往美国的教
育？这就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象征啊！

美国高等教育高度的产业化，是“政治”，
“经济”双丰收——政治上输出了美国的价值
观念，为美国的发展储备大量人才。经济上一
所大学就是一座消费城市，听USC的老师说：
因为安全因素（不久前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枪
杀），USC一直考虑搬迁到帕莎迪娜，洛杉矶
市政府就是不同意，因为如果USC离开，洛杉
矶的Downtown就会垮了。最近USC校园外所
有的路口24小时有几百名身穿USC黄背心的
保安执勤了。

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向往中国
的高等教育，都看中国的电影，都喜欢中国的
文化，中国就离美国不远了……

(2012夏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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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唐骏“母校”

在加州理工南门在加州理工南门

在哈佛大学校园在哈佛大学校园

文/高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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