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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程是芬兰国家教育大纲的
一部分，孩子们从小就学习编程。
但他们的学习方法不同于美国，
而是学习如何用编程的思维来探
索或学习跨学科的内容。 这旨在
达到两个目标：其一，让编程和代
码激发孩子各方面的兴趣；其二，
将科技与不同活动结合起来，让
孩子们体会到科技与生活息息相
关。

琳达·刘卡斯是芬兰的一名
程序员，同时也是作家和插画师，
她曾和芬兰的教育机构合作，使
教师和学生不再认为科技是神秘
和遥不可及的。 她出版了系列图
书《Hello� Ruby》，创作了一个充
满想象力的角色 Ruby，引导学生
在学校无形中学到编程的基本原
理。 比如，体育课上，孩子们在音
乐声中， 重复一系列舞步来感受

“循环”这个计算机科学的概念———拍手，
拍手，踏步，踏步，跳跃！然后重复。课程采
用不同的组合，孩子们可以学习不同的循
环类型。

在艺术课上，学生则通过学习织毛衣
体会计算机科学中“循环”的概念。 毕竟，
织毛衣就是由一系列针法组成的，有时针
法要变化，有时不变化。 对于喜欢听故事
的学生，可以通过讲故事的方法，传授计
算机科学中“序列”的概念。 孩子们会在故
事中明白，不同的结果是由于不同的指示
产生的。

刘卡斯坦言，将编码和编程与其他学
科结合，要求所有老师———不管是教体育
的，还是教艺术的，都要掌握编程基础知
识。 不过在芬兰，这不是什么大困难，因为
对“怎么教和教什么”，芬兰教师享有很大
自主权，分数也不是衡量教师和学生的唯
一标准。 艾米丽

如果你有幸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富兰克林体育场观看橄榄球比赛，
那么在比赛的第 3节和第 4 节之间，你会体验到该校球迷向场地扔吐司狂欢的
传统。 史可

宾夕法尼亚大学球迷扔吐司狂欢
法国巴黎人通常是难以

捉摸的。看似什么都无法令他
们满意， 不时还要抱怨几句，
这其实是对生活的热爱和追
求。 他们对一些规范的恪守，
让我这个一直见机行事的中
国人哭笑不得。 在课堂上，我
有时觉得他们固执如朽木，争
执无果；有时觉得他们单纯直
率。 然而，正是因为接受了文
化的冲撞，巴黎才得以成为今
天的“人性熔炉”。 它的宽容，
让所有文明和价值观都能找
到自己的位置。他们不求达成
一致，但尊重对方。 这就是所
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
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

作为非移民国家，法国人
对外来观念的“侵犯”抱有小

小的私心，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偏见。 我理
解它因坐拥灿烂文明为傲，但法国人对其
他国家文化艺术的痴迷程度，令我们的聊
天多了不少趣味。他们对中国文化十分喜
爱， 对中国的了解也并不停留在北京、上
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对中国的自然风光
和少数民族文化，他们充满好奇，也愿意
有机会就去看看。

近几年的法国，多次以令人悲痛的方
式让全世界震惊。 熔炉里的人越来越多，
熔炉外的世界越来越寒冷。许多法国人认
为，伤口会慢慢愈合，即便其中带着不解、
质疑和愤怒，生活必须向前。 法国人对明
天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他们活在当下。 过
好今天，就是对明天最好的答复。

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游客对法国的
治安现状望而却步，我却从未后悔选择来
这里，它有一万个不完美的理由，却也有
让人不计一切爱上它的魅力。记得在巴黎
遭遇恐怖袭击后的一个清晨，我坐在横跨
塞纳河的破旧地铁上，听着身旁卖艺人的
一曲手风琴《记住这美好的时刻》。法国有
一句谚语，“平静的河水下未必平静”。 那
日朝阳摇曳于阴云，寒风阵阵，人们却可
以彼此慰藉取暖，微笑着道一声：“他们有
枪，而我们，有鲜花。 ”

李瑞雪

海外视窗

芬
兰
孩
子
从
小
就
学
习
编
程

风向标

身
在
法
国

心
似
熔
炉

留学生手记

出国留学，真的值得吗

1929 年 ，19
岁的钱锺书考入
清华外文系，一
进校就立下志愿

“横扫清华图书
馆”，终日博览中
西新旧书籍。 到
了英国牛津大学
后， 他更是把精
力都花在大学的
博德利图书馆。
博德利图书馆历史悠久，藏书名列世界前
茅，这引起钱锺书极大兴趣，自喻是一只
东方蠹虫，要在此处畅饮饱餐。

于是，钱锺书便戏称博德利图书馆为
“饱蠹楼”。 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整日徘徊
在“饱蠹楼”，将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等
大部著作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
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
的读物。 重得抬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
全书等，他亦摸着字典逐条细读。

做笔记的习惯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
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来不外借。 到那里
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
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对此，杨
绛为《钱锺书手稿集》作序时写道：许多人
说，钱锺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 他本人
却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 他只是好读
书，肯下工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
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
地添补。 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却不易
遗忘。 郑娜

轶闻趣事

钱锺书徘徊
“饱蠹楼”

近年来。 随着留学人员需求的多样化，留
学服务也相应呈现出“定制化”“私人化”的趋
势。 留学服务“私人订制”有利有弊，出国留
学该如何选择？

“在我的理解里，‘私人订制’就是个性化
的服务。 ”现就读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王元喆说，“现在有很多留学机构都有这方面
的服务，比如定制化的课程和一对一的留学申
请服务。 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卖点。 专业的人员
加上有针对性的服务，会给准备出国留学的人
一颗‘定心丸’。”谈及定制化的留学培训，王元
喆说：“所谓定制化，就是一对一的服务。 留学
机构的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自身条件以及要求，
相应地调整课程进度， 并且制定一系列计划，
来帮助学子达到学习目标。 我认为这样的‘对
症下药’很有用。 ”

“当然了，‘私人订制’ 的留学服务也不是

十全十美的。 ”留学生孙微说，“有一些学子因
为‘怕麻烦’，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留学机构去
做，自己做个甩手掌柜。 这样非常被动。 我认
为，出国留学不仅是为了学习知识，还是一个
锻炼独立性和适应能力的机会。但现在的定制
化服务已经事无巨细地包揽了与出国留学相
关的所有环节，这样无微不至的服务，也容易
让学子失去锻炼的机会，我觉得有点可惜。 ”

业内人士指出，“私人订制”的留学服务价
格普遍偏高也是它的弊端之一。大部分的留学
申请定制服务费用都在数万元以上。这对一般
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更何况在申请过程
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费用需要支付。所以学子在
选择留学服务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多方比
较。 同时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个大致的规划，再
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挑选中介。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贾程琪

留学服务呈现“私人订制”趋势

花 400万留学不知回本是何年
据媒体报道，27 岁的吴凯曾在美国留学

8 年，曾铁了心毕业后要留在美国的他，因签
证问题，不得不选择了回国就业。“我在美国
8 年花了 400 万元， 我什么时候能挣到 400
万元？ ”如今的他月薪 1 万元，令他挫败不
已。

像吴凯这样的“海归”还不止一个，原本
花巨资出国留学是为了留在海外或者回国找
到高薪工作， 结果回到家发现根本不是想象
的那样，之前这一问题也曾引发热议。 也有网
友表示， 读书深造是为了将来能有好的前途
是没错，但不能和付出的金钱作比较。 不能太
计较这些莫须有的得失……诸多的现实证
明，选择留学意味着面临更多的问题。

出国留学花费有多大
由于中国学生年年增多， 美国大学学费

年年涨，不光学费，生活费也是蹭蹭涨！ 据

相关统计显示， 中国学生自费留学的花费少
则 60-70万元人民币， 多则 120-200 万元人
民币。 如今随着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热情日益
高涨，留学费用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5 年，留学生
给美国贡献金额达 358 亿美元， 其中中国留
学生奉献了至少 114 亿美元。 一般美国私立
大学的学费都上涨至每年 4.5万美元以上，部
分学校甚至逼近 4.9万美元。生活费、住宿、书
本、医疗保险、交通等也是很大一笔开销，加
起来一年至少也要七八万美元。

想留海外工作也不是很容易
有报告指出， 中国留学生海外就业和回

国就业都面临竞争加剧的现实。 一方面，中国
数量庞大的留学生群体；另一方面，随着国际
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 各国收紧工作签证
制度， 国际留学生完成学业后在留学所在国
继续工作的可能性在变小。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 为海外留学生归
国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调查显示，81%的留学
归国人员认为，国内创业机会比国外“更好，
甚至好得多”，回到国内“做成了以前想都不
敢想的事”。

4月 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
截至 2016 年底， 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
265.11 万人， 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
模留学人才“归国潮”。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No.5》指出，我国
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 留学回国人数增长
加速， 目前留学回国人数已超过累积出国留
学总人数的一半。 报告指出，留学回国人员就
业区域集中于一线城市， 位居前三名的是北
京、上海、广州，分别占比 29.1%、11.5%、6.1%。
此外， 超过六成留学回国人员在基层岗位工
作，实际薪酬低于其期望薪酬，所学专业与工
作匹配度、工作满意度均较低。 中青

花 400万留学 8年海归后月薪万元

近日，一篇《花 400万留学 8年，海归后月薪仅万元！ 家长
看了都应该反思》的报道引发了关注。 留学生学费成本高，课
业压力大，文化认同难……那么，出国留学，真的值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