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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念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 教授，在
古希腊文学的翻译和研究领域中有杰出
的贡献。

1929年，罗念生经过考试公费赴美留
学。在美国，罗念生先后在俄亥俄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和
希腊文学。 在一堂欧洲文学史课堂上，教
授詹姆森先生提及“冷门”文学，对古希腊
文学评价极高。罗念生便尝试翻译了欧里
庇得斯的古希腊原文《伊菲格涅亚在陶罗

人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成为他
的第一部古希腊戏剧译著。

1933年，他看到学习英美文学的中国
留学生为数众多， 而古希腊文学领域是个
冷门，于是他决定转赴希腊雅典，专攻古希
腊文化，以填补祖国希腊文学研究之空白。
是年，他登船横渡大西洋，来到他久已向往
的欧洲文化发源地———希腊， 入雅典美国
古典学院。当时，他是学院唯一的一位中国
留学生，也是第一位到希腊留学的中国人。

英国志奋领奖学金
志奋领奖学金是英国政府最具代表

性的奖学金项目，它在中国的资助对象是
即将赴英攻读一年制硕士课程或其他研
究性学习的中国公民。 如果申请成功，该
项目将提供申请人在英国期间的几乎全
部花费，包括学费、一张国际往返机票、生
活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申请者如果来自法
律、经济、商业、科技、可持续发展及能源
与气候变化、媒体、社会发展等领域，将被
优先考虑。 申请人的英语条件须达到雅思
6.5 分以上，同时单项不低于 5.5 分，如果
是托福成绩，则必须高于 79分。

美国富布赖特项目
在美国政府赞助的国际学术交流项

目中， 富布赖特项目是持续时间最长、参
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项目之一。 目前
面向中国公民的项目主要有 4 类：高级访
问学者项目、博士论文研究项目、硕士生项目及
外语助教项目。 其中，博士论文项目的申请人是
在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博士生，每年
开放 20个名额，申请人年龄须在 35 岁以下。 硕
士生项目的申请较为激烈，目前主要向符合要求
的中国政府机构和高校提名的候选人开放，每年
提供 10个名额，申请人如果来自环境研究、食品
安全、农业、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和防灾准备等领
域，将被优先考虑。 该项目的奖学金额度几乎可
以覆盖申请人留学期间的全部花费。

英国罗德奖学金
罗德奖学金在每年 6月开放申请， 获胜者将

拿到每学年约 5万英镑的奖学金， 前往牛津大学
攻读硕士或博士课程。该项目究竟有多难申请，众
说纷纭，用罗德中国奖学金秘书长西蒙·瑞比诺维
奇的话说就是： 专家评审时方方面面的因素都会
考虑到，“历经生活磨砺的年轻人比含银勺出生的
富二代更可能胜出”。

法国埃菲尔奖学金
由法国外交部设立的埃菲尔奖学金，旨在吸

引最优秀的外国学生去法国就读。需要强调的是，
该项目目前只对部分工程和科学专业， 以及经济
管理、法律和政治学等专业的学生开放，其中工程
和科学专业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纳米
及生物科学、地理、宇宙、环境学、信息交流工程学
等。 该项目一般在每年 10月开放申请，申请人需
要由学校出面提交材料，入选后每月可获得 1100
欧元左右的补助，并可减免学校注册费。

张宝钰

一只行李箱，伴着不愿让我看到泪眼的
爸妈背影，我独自踏上了留学荷兰之路。 荷
兰， 在这个土地面积不足我家乡 1/4 的地
方，热爱生活和敬畏生命，是当地人生活的
主旋律。

老家的集市总是熙熙攘攘，挤满了我爱
吃的美食，而荷兰的集市里更多的是芬芳的
鲜花。 每当去同学家做客，扑面而来的首先
是鲜花精制的熏香散发出来的芬芳。

由于我所学的是医学专业，动物临床试
验是以前常做的工作。 但来了荷兰以后，动
物实验需要严格的层层审批，非万分必要很
难获批。 甚至有个党派就叫爱护动物党，还
在荷兰国会中占有两个席位。

在欧洲看病极其麻烦，我们通常都是小
病扛一扛，大病等一等。在这里，好怀念祖国
快速便捷的医疗体系。好在自己本身学的是

医学专业，加上出国以后身体棒棒的，还未
亲身经历过荷兰的医疗系统。

我在荷兰的课题组聚集了来自各个国
家的朋友，不同国家的人性格迥异。 荷兰人
认真仔细，德国人讲究原则和效率，意大利
人自由奔放、随心所欲。 与这些来自五湖四
海的朋友交往，着实让我开了眼界。 我的导
师是个严谨的德国人，高大威猛，刻板仔细，
时而严肃，时而洒脱。 他总说他最喜欢的国
家之一是中国，他认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
人更为勤劳刻苦。欧洲多元的文化特点和各
国不同的生活习俗也给我枯燥的科研生活
增添了无限的乐趣。

对于我来说，留学生活并不仅局限于丰

富的学习经历和科研积累，更重要的是认识
外面的世界和重新审视自己。 出国之初，内
心无比激情澎湃，总想要趁着年轻，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多经历一些事，多留下一些美
好的回忆；总想多去一些地方，多用自己的
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在有限的时间去领略
无限的美景。但最后我发现走过的地方都大
同小异，收获最多的不是炫耀自己攀登过哪
座城堡和雪山， 或是游历过哪些城市和名
川，而是旅行之后对世界、对欧洲文化、对自
我的重新审视和沉淀。比起那些鼎鼎大名的
名胜古迹，科隆大教堂前演奏着手风琴的白
胡子老爷爷，迪士尼乐园里吃着棒棒糖的小
男孩， 复活节里为芸芸信徒祈福的主教，火
车上笨拙地说着“你好”的外国友人，热情洋
溢的啤酒屋老板……这些人和事都是旅行
的意义所在。 李婧瑶

近来，加拿大移民部多次修改
留学移民政策，加大了对加拿大院
校合法性的监管，也收紧了对留学
生的要求。 加拿大移民局针对国际
学生签证问题采取新政策，其核心
就是更直接监管留学生在加拿大
学习状况。 政府要求加拿大招收国
际学生的院校每年至少两次 (4 月
份和 10 月份 ) 报告学生就读状态，
无论旷课、请假、或者不注册选课
等都会被要求上报。 这无形之中，
要求留学生花更多时间在学业上。

加拿大移民部这把“双刃剑”特
别针对大赚留学生钱的留学机构和
留学“混文凭”的学生，对于真心想留
学深造加拿大，并有很好职业发展的
学生，无疑这是“利好”消息。同时，加
拿大移民局通过学校监管留学生学
习状况，要求院校有义务报告学生在
读状态流程。这其实也给接受留学生
的学校上“紧箍咒”，违反规定的学校
将不可以再招收国际学生。最近在加
拿大各地都有没在学校读书的国际
生被直接从家里带走遣返回国。 所
以，留学加拿大的学生千万不要心存
侥幸心理。

胡俊鹏

近 年
来， 留学美
国 热 度 不
减， 申请人
数年年水涨
船高， 而录
取率却逐年
降低。 根据
美国知名院

校出具的官方录
取数据， 斯坦福
大学、 麻省理工

等名校，今年录取率极低，如哈佛今年录取率
仅 5.2%，斯坦福仅有 4.7%。与此同时，留学年龄
也呈越来越低的趋势，但由于美国高等教育体
系极为复杂，有的学生出国后遇到许多难以克
服的困难，造成身心及财产的损失。

由于“海归”在现实中所受到的关注及国

内对“海归”的青睐，加上相关国际教育机构、
留学中介机构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 留学在
许多家长心中已成为孩子成功的另一条“起
跑线”和成功捷径。 但盲目跟风很可能造成无
法想象的严重后果。 对家长及学生来说，是否
留学，什么时候留学，如何选择适合的学校，
都必须慎重考虑，认真权衡。

从拼小学、初中、高中到拼幼教、胎教，从
补课“加餐”到上奥数，许多家长的想法越来
越匪夷所思，而其中多数是盲目跟风，出于焦
虑做出的选择。留学也不例外。从以前的大学
毕业后留学， 到现在热衷于高中毕业申请外
国大学， 甚至从小学就出去留学， 也多出于

“起跑线焦虑”。 这种随处可见的“起跑线”，不
仅让孩子越来越有压力， 也让家长们一直处
于奔波劳碌的状态。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至
2016年，意向出国读本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
中国学生占比增加了 13%，至 36%。

孩子是否适合低龄留学，需要进行个体分
析。 如果盲目跟风，想让孩子早点走上“起跑
线”，那么最后的结果极有可能适得其反。孩子
的心理状况、家庭教育情况、家庭财务状况、留
学教育准备情况，都是不可忽略的内容。 如果
让低龄孩子单独出国，除了考虑孩子的文化融
入问题外，还得考虑家庭对孩子全方位改变的
承受能力。比如，小学就留学，家长们能否接受
孩子今后生活习惯、观念的巨大变化？ 许多家
长似乎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讽刺的是，许多家
长自以为留学能让孩子成才，没想到培养出来
的是一个以后和他们观念格格不入的人。过低
年龄去留学，极易让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家庭
意识尚处模糊阶段的孩子，与家庭、民族、国家
产生隔阂，不利于孩子与家庭、与社会的沟通
交流。 毕竟，绝大多数家庭还是希望孩子回国
工作的，出国的目的就是找个好工作。

与是否出国留学相比， 另一个问题是如

何选择学校。 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极为复杂，其
中包括综合性大学系统、文理学院系统等，总
共有 4000多所学校可供选择。 仅仅通过排名
来选择学校， 不但会遇到极其可怖的竞争压
力， 还有可能入读后才发现学校与理想差异
巨大。 出于对出国留学的盲目追捧，许多家长
并不会细化各所学校的特点与孩子特点的契
合度，而恰恰这一点对孩子的成长影响重大。

总之，在低龄留学热面前，家长切不可盲
目跟风，随意为孩子划定“起跑线”，在不具备
软硬件条件和正常留学心态时， 违背孩子的
个体特点和教育规律。 在孩子真正需要留学
的时候，家长也要注意对学校的选择，让学校
契合孩子的特点，使孩子能融入文化环境。 孩
子留学是关乎家庭及孩子个人的“天大的
事”，千万不要被“热潮”所裹挟，最后造成不
可挽回的后果。

廖德凯

在芬兰每年的大学生戴帽节上，
学生们都会在吊车的帮助下为赫尔
辛基市中心南码头广场圆形喷池内
的少女阿曼达塑像戴上帽子，人们聚
集在塑像周围尽情狂欢。关于戴帽节
的来历，据说源自本世纪初的一个 5
月 1 日前夜，一群大学生在阿曼达塑
像附近的凯沃霍恩饭店里聚餐并彻
夜狂欢。 欢庆之余，他们突然想到伫
立在黑夜中孤独的阿曼达，一名小伙
子灵机一动， 从头上取下学生帽，戴
在了阿曼达的头上。 久而久之，便形
成了如今一年一度的大学生自己的
狂欢节。

赵长春 /摄

孩子留学，千万不要被“热潮”裹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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