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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中新的感悟
中加国际学院 冯晓婷

带着激动的心情，我和 6位
同学一起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向
江苏镇江出发，参加在江苏大学
举行的 2005 年“第十二届中日
泰三方大学生国际论坛”。

与会四天，对于我的一生来
说也许是很短很短的一个片断，
但是这四天的经历已经在我的心
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不仅遇
到了很多来自异国他乡的朋友，
亲切和蔼的老师，更深深地感受
到了在整个论坛中的主旋律———
平等。

广西大学参加这次学生论坛
的所有学生都是本科生，经过选
拔我们的专业知识和英文水平相
较于同年级的同学也许具有一定
的优势，但是当我们抵达江苏大
学看到与会者名册之后，我们感
到十分的惊讶：原本以为所有参
加演讲的与会者都是和我们差不
多的本科生，但事实却完全不是
这样的，除了一部分的本科生，还
有不少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导
师 也 会
在 论 坛
上 进 行
演讲。略
为浏览了一下他们的文章之后，
我发现，自己的论文水平和英文
造诣相较于他们真的存在太大的
差距了。

我的演讲是排在最后一天
的。在前三天里面，我在与其他学
校的学生交往的同时，还与一些
我比较感兴趣的文章的作者老师
交换意见。在与那些研究生交谈
中，我丝毫没有感受到他们中的
任何人对我们这些晚辈的轻视，
我们也许相差了一些年纪，但这
并未成为我们之间广泛交流个人
看法和意见的鸿沟。我们探讨各
自的学习，探讨各自的国家，甚至
探讨面对人生重大选择的看法。
我们的论文也许还欠缺很多东

西，需要更多的
努力，但是我们
从他们真挚的
目光中看到了
关怀与友谊，更
从他们的演讲
和论文中，看到
了自己的优势
和不足，体会到
了中国的进步
与落后。

其中，有一
位白发斑斑的老学生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来自日本，名字是
高桥裕晃。在第一天的见面会上，
他就自我介绍：“我是这次论坛
中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今年刚刚
考入三重大学。希望大家能够忘
记我的年纪，像对待同龄人一样
对待我。”然而，他却成为与会期
间表现得最年轻的一个学生。他
照相时能做出表情最丰富的鬼
脸，交谈时会引起一阵大笑，就连
他的文章所关注的问题都年轻得

不可思议。他论文的主题是“运
用英语教学是否能帮助解决环境
问题”，在整个演示文稿中，他将
一些他运用英语教学的幼儿园学
生的英语画作展示给我们。一幅
幅生动而稚嫩的图画，配上学生
自己用英文写的环保情景文字，
让所有的观众在欢笑声中度过了
快乐的十五分钟。我们给他的论
文 起 了 一 个 名 字 “funny
invention”。在这样一位充满活力
的老人面前，我们忘记的不仅仅
是年纪，更是国籍、语言、空间距
离所带来的原本以为无法跨越的
思想差距，平等的氛围不知不觉
中浓浓地弥漫在我们身旁。

最后一天，轮到我做演讲。我

的演讲主题是《构建行政节能体
制》。我在不安与激动中完成了
短短十分钟的演讲，等待着与会
者的提问。我本以为会冷场，但是
有许多熟悉和陌生的朋友站起
来，认真地向我发问。有一些问题
是我能够很好回答的，然而有一
些问题，是我在准备论文时忽略
的。但那些提问的人都对我的回
答报以感谢，尽管有些答案并不
能完全让他们感到满意。当我的
那一节演讲结束后，轮值论坛主

席，一位
来自泰国
的老师，
还有许多

我的新朋友和旧朋友都走过来给
了我一声温暖的鼓励或一个拥
抱，祝贺我顺利完成了演讲。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学
生论坛让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
使用不同的语言，但英语提供了
一个开放的平台让我们自由的交
流；也许我们的年龄、经历和学识
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但在那里，在
江苏大学的学生论坛上，我们能
站在一个平等的舞台上，完全自
由地展现自己的才学，交换对亚
洲的了解，用最真实的态度了解
千里之外的世界。

我真诚希望在下一次的学生
论坛上，有更多的西大学子能展
现自己，融入世界。

我的“三方大学生国际论坛”之行
法学院 王琢

我十分荣
幸地代表学校
参加了此次在
江苏大学举办
的“第十二届
中日泰三方大
学 生 国 际 论
坛”。该论坛由
日 本 三 重 大
学、泰国清迈
大学以及我国
的江苏大学创
立，每三年举
办一次。论坛
要求每一位参
与者都要提交
一篇有关于亚
洲的粮食、环
境、资源、人口
问题的全英文
论文并配合相
应的幻灯片做
一个 15 分钟
的 Presentation。
在论坛举办的
短短 4 天里，
我最关注的是
三国文化的交
流与差异。

餐桌礼仪
日本的团员们不管男

女老少，都非常有礼貌。有
几次我们与他们一起共进
晚餐时，发现他们吃饭时
基本不说话，说话时也是
把声音压到最低。但他们
每餐吃饭时，不管男女，都
爱喝上一两杯啤酒。不过
他们相互之间不像我们中
国这样爱敬酒，也许他们

把啤酒纯粹当成一种饮料
了吧。

泰国的团员大多是学
理工科的，因此女生较少，
所以一到吃饭，泰国桌那
边总是最热闹的，但他们
对食物却很挑剔。首先是
端菜的盘子，那几天，我们
在主要是以自助餐为主，
有几次由于厨房小小失
误，盘子没擦干就被端上
桌了。这时就只有泰国团
的学生用纸巾将自己的盘
子擦干才用。其次，他们对
辣椒、咖啡的钟爱程度到
了极致。我在与他们共进
午餐时，发现他们几乎人
手一盒辣椒粉，更吃惊的
是他们直接将辣椒粉倒入
米饭中，他们称辣椒为
Prik Kiino。

舞台表演
日本是个重视集体主

义的国家，他们表演的节
目也极具日本风味。与其
他国家不同的是，他们的
3 个节目全部都是集体演
出，没有任何单人或小组
形式的表演，包括一位年
迈的刚考上三重大学研究
生院的老爷爷也参加了演
出。

在 最 后 一 晚 的
Farewell Party 上，泰国团
的 4 位男生扮演女生，来
了一场“人妖表演”将
晚会推向高潮，他们夸
张的动作，丰富的表情
获得泰国团的阵阵掌
声。但深受传统文化影

响的中日两国老师们却时
常露出尴尬之色，或许对
于他们来说泰国团的表演
确实有点过火了。

参加今次论坛的还有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大学，
他们学生的表演风格完全
跟日本的不同，个人主义
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淋漓尽
致的表现。我记得在第二
天 的 Get-together Party
上，他们团的一位女生表
演了一个长达 7分钟的个
人舞蹈。

除此之外，通过参加
这次论坛，根本上改变了
我对英语学习的看法。英
语不是拿来考试，不是用
来证明六级水平有多高，
而是用来交际的，是进行
交流与沟通的工具。光靠
“纸上谈兵”是看不出一
个人的英语水平的。江苏
大学的一位获得高级口译
证书的非英语专业的与会
者告诉我，她学英语靠的
是三年来每天清晨六点钟
就开始大声朗读课文。

中日泰大学生三方论
坛提供了一个让三国学生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展现
才艺的平台。参加这次国
际论坛是我人生中一次宝
贵之旅，我将终身难忘在
江苏大学度过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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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已经有好

一段日子了，我早
已投入到忙碌而又
充实的学习中。偶
尔看到书桌前、书架上，那些
或悬挂或摆放的与各国朋友
交换来的小礼物，我都不禁
莞尔：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
回忆啊！

了解这个三方大学生国
际论坛，于我而言是一个偶
然。若没有上学期末，我在经
过学院公告栏时的无意一
瞥，恐怕那张“关于选择学
生赴江苏大学参加大学生国
际论坛”的通知便会与我擦
肩而过，更无缘参与这次论
坛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通知
上那些像磁铁一样将我吸引
住的“片言只语”：“三方大
学生论坛是由日本三重大
学，泰国清迈大学和中国江
苏大学共同发起……我校一
直派团参加……极大地推进
了我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

现在回忆起来，我已经
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有如此
冲劲，连夜把那些报名材料
申请表、简历、论文中英文提
纲啊，一并赶制出来，兴冲冲
地交给学院学工组的老师审
核。想不到次日便知道自己
过了学院这一关，我不禁喜
出望外，但旋即又变得忐忑

不安起来，那时我才只是个
大一学生，无论在什么方面
（除了有种“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闯劲之外），都觉得自
己底气不足。

结果,面试通过了。
接下来的时间便是论文

准备阶段。虽然我下了很大
工夫，但写完之后, 却总觉得
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于是，
我又花了很长时间去修改论
文。我千方百计地想把那篇
论文写得深刻一些，但直到
交稿的那一日还是没能达到
自己原定的要求。后来我又
想 利 用 演 讲 要 用 的
Powerpoint 课件来弥补它的
缺憾，只可惜文章先天不足，
纵金石亦难弥补！我的努力，
也许不会是徒劳，但总有点
事倍功半的遗憾。

不管怎么说，论文完成
了，课件也完成了，辛勤总是
有回报的，我们终于盼来了
激动人心的江苏之行！

38小时的火车，承载着
我们一行七人，承载着一路
的欢歌笑语,承载着我们以对
论坛的美好憧景,将我们带到
了江苏。16日晚，热情洋溢
的见面会让初来乍到的各国
朋友冲淡了陌生感，我们互
相交换了名片，彼此也留下
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或许是我太幸运了，竟
被安排为第一位演讲者。第
一次在这种国际场合做演
讲，我又是激动又是紧张，似
乎连自己心跳的声音都能听
到。当我回看当时的录像时，
看见自己拘束紧张的样子，
不禁哑然失笑。其实，如果只
是表现得紧张, 那还不是什
么大不了的，最令我感到不
可思议的事是：那个曾在会
前好好的 Powerpoint 课件中
的一个按钮竟然失灵！好在
我补救及时，才没有闹出什
么笑话来。但由于这个失误，
我的演讲有一点嗑嗑巴巴，

虽然我尽量以平静
的姿态面对，但为
时已晚。当我的状
态恢复正常，演讲

也将要结束了！
事后查实 , 原来这是组

织方没有拿昨晚测试过课件
的那台电脑给我们使用，两
台电脑所装软件可能存在一
些不兼容的情况。这次小事
故，虽然有了客观理由，但是
我依旧悔恨不已：为什么我
不抓紧会前的一点零星时间
去做最后一次测试呢？我没
有在这个应该表现自己的时
候发挥最佳的水平！

幸好我的遭遇没在队友
们身上重演, 他们的演讲都
挺顺利，我在忙于为他们拍
照的同时，也暗暗为他们打
气加油。其他时候我就捧着
那本厚重的论文集，聆听各
国与会者对于论坛的几个论
题“人口，粮食，资源，环境”
的各种高见。数日的演讲，似
乎将我带入了另一个从未进
入过的殿堂，令我徜徉在一
个崭新的世界里。

参观当地特色工厂、码
头、到游艇上感受长江的气
魄等一系列活动，穿插在数
日的演讲中进行。各国与会
者从中可以得到更多的交
流，促进了彼此的了解。风趣
的 清 迈 大 学 教 授 DR.
Wansan，记忆力超群的印尼
姑娘 Anggi，经常扛着 DV
“采访”与会者的日本男生
Ryuma，还有在日本留学的菲
律宾女研究生 Mercy……他
们无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
印象。我们彼此用英语交流
着思想与感情，尽情地表达
自己，了解对方……

参加这次三方大学生论
坛就好像在我心灵中的某一
堵墙，开凿出一扇崭新的窗，
迎进来一缕缕全新的阳光，
呼吸到一丝过去从来没有感
受过的空气，整个身心似乎
都焕然一新了: 因为我对英
语有了新的理解，对友谊加
入了新的诠释，为生命增添
了新的色彩。

古语曰：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今年 10月 16 日到 21 日，我
代表广西大学参加了在江苏大学
举行的“第十二届三方大学生国
际论坛”。回想起整个活动过程，
我感触颇多。

七月初，经过面试，我顺利地
成为了我校代表团的一名成员。
我在兴奋的同时，也为接下来的
一项任务———写论文而担忧。毕
竟那时我还是名大一的学生，能
否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英文论文还
是个未知数，所以我的心中充满
了不安与担忧。我不停地浏览网
页，终于把论据收齐。相关论据收
齐后，我开始着手写中文论文，接
着将其翻译。写论文的过程，让我
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其实，大一的
学生也是有能力写出好论文的。
虽然我尝到了写论文的艰难，但
是在过程中，我一直坚信只要努
力了，定会有收获。

10 月 16 日晚，有一个介绍
会，听了其他发言人的英文演讲，
我感到自己与外国学生的英文水
平差异太大了，这给我压力，但同
时也给了我动力，自己必须得把
第二天的演讲准备好，为学校增

光。
这次演讲给我的最大感受便

是一个人需要自信。没有自信的
人是不能把事情做好的。

活动开始后的第二天早上，
我成为了某场演讲的主持人，之
前我从未有过当主持人的经历，
但我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还
是自信救了我。

通过参加此次活动，我最大
的感受就是进一步认清了学好英
语的重要性。英语是我们与国际
人士联系的桥梁，沟通的纽带。此
次活动还拓展了我的知识面。因
为这次活动，提供了我与外国人
交谈的机会，了解了异国文化和
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综上所述，这是一次非常有
意义的活动。一方面使我的视野
得到开拓并积累了演讲和主持的
经验，另一方面我也结识了不少
外国友人，了解到了异国文化的
别样风情，使自己在各个方面都
得到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也有
非常大的提高，这会成为我一生
中的美好
回忆。

江苏之行
中加国际学院 何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