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度好评的澳洲阿德莱德大学语言文化体验项目感想节选： 

喻同学 

阿德莱德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空气质量高，总是那样清新宜人；各式各样的建筑物色彩

鲜艳，干净清爽的马路两旁，所有的植物枝叶就像水洗过一般绿得鲜亮。在课堂上也十分有

趣，课堂的形式很多样，不仅仅是在教室里上课，而且还经常去城市的各个地方去实践，这

对我来说是十分新鲜的，让我了解到了国外课堂的不同。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经历，不仅见

识了国外的风采，还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棒。如果将来还有机会，我还是很

愿意再来澳大利亚的。 

 

裘同学 

我们来到的城市——阿德莱德是个位于南澳大利亚州的小城市，它不像悉尼和墨尔本那样吸

引着众多外国游客，但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增添了它的魅力。刚下飞机，我们就感受

到了寄宿家庭的热情。家长们聚集在一起，举着写有我们名字的牌子，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HomestayParents对我十分关心，为我准备了独立、自由的生活空间，教我关于家中的一切，

真正把我当成他们的孩子来照顾。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适应国外生活的过程也变得更加容

易。 

在短短两周的行程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的新朋友。大家来自天南海北，本没有机

会互相认识，但却因此在这两周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我和来自同一所的大学的同学还互

相住进了对方的寄宿家庭，度过了一个别样的周末。大部分同学都在北京上学，以后也能在

闲暇时间聚一聚，回顾这两周的生活。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会带着我的父母回到阿德莱

德，带他们感受这风土人情。 

 

叶同学 

关于学习 

 澳洲的学习模式和国内截然不同，但是在丁丁老师的 workshop 里已经体验。有几点是需要

自己精进成长的：1、即兴演讲能力 2、跨文化背景知识 3、快速融入、合群的能力 
4、克制 5、听力以及快速组织一段完整表述的能力 6、精力分配 7、换位思考，学会活在当

下。8、专注 

关于阿城 Nice people，nice place，nice food，I will miss it a lot。 

 不知道是不是反移情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此次旅行仿佛是一次老友记，曾经的朋友以另

一种身份出现在我的身边，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复读模式，周遭的事物都变得似曾相

识，但是不同的是，庆幸的是，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我了，那个我一直在摆脱地自己，不堪

的过去不是用来去和解的，而是用来警醒的。 
许许多多的事情终究会告一段落，只是还没来得及说再见，another beginning. 
谢谢这段经历带给我的成长。 
 



刘同学 

家庭相处时光，我们一起看电视，她愣是指着电视给我讲清楚了网球规则，带我看了她最喜

欢的和第二喜欢的球员展开的世纪大战，没有网球直播的时候就看丛林探险的综艺，她依旧

负责全程解说。当然啦，电视不是全部，我们有时去小姐姐工作的餐厅等她下班，和餐厅老

板菲律宾一家聊天，我还得知家主在不久之后要办庆祝中国春节的聚餐，她们安排着，我就

和那家里和我差不多大的健谈的小姑娘聊天，很晚才回去。 
 
这段日子过得很快，渐渐的，同学们之间用英语交流也显得不那么奇怪了，长时间不用中文

也感觉不到吃力了。这让我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已经花了很长时间教授英语，这些理论知识

足够日进行常甚至更加深刻的交谈，但是我认为，初到这里之所以会感到奇怪、吃力，是因

为没有全英文的语言环境，换句话说就是没人逼你，而这一次的语言学习项目就是把你推到

了这样一个境地，它逼迫去习惯英语交流，最终使你意识到自己花了那么多年学习的语言是

能用上的，还用得挺顺溜的呢。  
 

孙同学 

多么难忘的两周啊，在阿德莱德的经历给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这片

土地上，我收获了与 Rachal 老师的师生情，与寄宿家庭朝夕相处如家人般的情谊，与同行

的小伙伴一起探索这片土地的友情。在这里，我感受到了澳大利亚这片大陆散发着的热情与

包容，澳大利亚人民的好客与温暖，如果还能有机会，我希望能在与这个国家，这个城市有

一次更加亲密的接触，能够对他有着更深的了解 
 



心中之旅，梦中之城 

——记阿德莱德大学寒假英语文化项目 
 

2019 年 1 月 19 日至 2 月 2 日，我有幸参加了 ISP 远学教育承办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

学寒假英语文化项目，前往阿德莱德大学进行学习交流。阿德莱德是南澳大利亚州首府，凭

借良好的治安秩序、完善的基础设施、先进的医疗水平以及优越的文化环境，连续多年位列

全球最宜居城市的榜单。但我们此行不单单是为了学习，更是想通过为期两周的参访，更加

近距离地体验澳洲的英语文化，感受不同地域的文化冲击。 
相信许多同学都曾参加过海外访学项目，关于访学的游记想必也是稀松平常，但是，我

希望通过这两周在阿德莱德的亲身见闻，与大家分享我在阿德莱德的英语学习和寄宿生活，

从一个别样的视角展现阿德莱德的风土人情。这篇游记共分为七个板块，按照时间顺序记录

了我在阿德莱德的学习生活。 
 

 
 

一、临行之夜 
1 月 19 日晚五时许，我将行装整理完毕，离开寝室，乘地铁前往首都机场 T3 航站楼。

从 14 日考完最后一门期末考试，我已独自在寝室度过了五天时光，不过也好，这刚好给了

我充足的时间来幻想这次充满未知的澳洲之旅。 
寒风瑟瑟中，一丝畏惧感涌上心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乘飞机，一切曾经让我感到新

奇的事物，到现在却都让我心生怯意。风越吹越冷，手中的行李拉杆越发冰凉。由于寒假返

程时期已过，地铁站人很少，很冷清，由 10 号线转机场线，再上行首都机场，我一路循着

指示牌找到了对应的登机口，一切比想象中的要顺利。 
在登机口，我遇到了这次带队的杨老师，从谈吐间可以看出杨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阳

光乐观的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分钟后，一行出发的同学陆陆续续地赶到，大家便

三三两两地交谈起来。这次的项目有来自北京各个高校的优秀同学参加，也有一些同学为参

加项目特地赶来北京，大家的专业也是大相径庭，看着一张张微笑的面孔，我不禁为能够结

识到这么多优秀的伙伴感到高兴。托运行李、安全检查，一路上紧绷着心情，生怕哪里出错。

安检过后，我们到了候机室，看见了窗外的飞机，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不喜欢购物的我索

性直奔软软的座椅，帮着去免税店的同学照看行李。9：20 左右，杨老师为我们此次访学之



行鼓气，并重述了一些国外出行的注意事项，大家做好了登机准备。 
11:50，飞机缓缓行至加速跑道，鼓足力量冲刺跑，一个倾斜，便飞离了地面，一场振

奋人心的澳洲之旅悄然开始。 
 

 
 

二、初来乍到 
第二天醒来，飞机即将抵达悉尼，我把在北京登机时穿的毛衣换下来，里面正好时夏天

的短袖。下午四时许，我们抵达悉尼，经过转机，于 18:30 左右降落在阿德莱德机场。从悉

尼到阿德莱德，窗外风光可谓引人入胜，湛蓝色与蔚蓝色相接的天空美不胜收，白云朵朵如

战马奔腾，下面的地貌更是多种多样，切割整齐的田地、树木少见的旱地、鳞次栉比的居民

区…… 
 

 
 

临行之前，为了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我和寄宿家庭的父母进行过几次邮件交流，而现

在，我们就要在机场相见。随着扶梯缓缓而上，许多家长正拿着写有我们的名字的纸牌，我

的目光急速地搜索着自己的名字，啊哈，我看见了！拿着我名字的人是一位中年妇女，身着



白色长裙，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简直跟我想象中的 Mom 形象分毫不差。我走上前向

Mom 介绍自己，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作别老师，一起去取行李。 
之后，Dad 开车来接我们回家，一路上，我得知 Mom 原本是加拿大人，而 Dad 则是希

腊人，他们还有一个跟我一样大的韩国女儿，她叫做敏京，也是来阿德莱德参加交流项目。

然而一到家，我就被眼前的双层小别墅惊呆了，再加上门前生机勃勃、阳光萦绕的花园，简

直就是人间仙境！在大厅，我见到了我的新伙伴敏京，我们热情地打了招呼，她主动领我上

楼参观房间里的设施和布置，就像我姐姐一样亲切。 
 

 
 

三、寻鲜探奇 
第一天早上，Mom 将装着三明治和水果的塑料盒放在我的包里，作为午餐，又陪我一

起乘坐轻轨上学。在学校，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英语老师 Rachel，她为人温柔，面色和蔼，

令我惊讶的是，她让我们以后直接叫她的名字就可以，因为在中国，学生很少直呼老师的名

讳，这也许就是两国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 
Rachel 把当天的教学安排详细地写在白板上，上午，我们进行的是小组学习，为了使我

们彼此更加熟悉，我们就老师给定的一些问题相互提问，从而增进对每个同学的了解。接下

来，我们来到 Rundle Mall 做任务，为了完成手中的问卷，我们要四人一组寻找商业街中一

些著名的建筑、雕塑、店铺，并从它们身上寻找信息，回答问卷上的问题。起初，由于担心

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我有些心急，一路上催着队友，甚至在心里产生了埋怨的情绪，

觉得自己一个人能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但是经过亲身实践与磨合，我发现小组的成员其实各

有所长，自己本身也有不擅长的地方，大家集思广益，才能更加轻松地解决难题，这也许就

是小组合作的意义所在。 
后来的几天中，我愈发认识到了小组团结的重要性，无论是课堂上的话题讨论，制作海

报时的相互勉励，还是在 Rundle Street 按照指令寻找沿路各种餐饮店的任务中，我们相处得

越来越融洽，甚至无需过多言语，就能够以眼神使对方会意。我们羞涩地用刚刚学会的澳式

英语向当地人寻求帮助，同时也感受着阿德莱德人的热情友好，一路上，四个人一起面对沿

途的各种问题、挑战，所知所感，心照不宣。 



 
 

下午，阿德莱德大学校方为我们几所前来参访的大学准备了欢迎仪式。在新生宣讲会上

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曹晶老师，他用一句看似浅显的古语“理无专在，而学无止

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告诉我们道理不是绝对的，做事要讲究变通，在国外的学习亦要保

持愚蠢、保持饥饿，积极探索、主动求问。曹晶老师还提到了权力差距这一概念，权力差距

是衡量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社会地位的一种文化尺度，是各种社会文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权力差距指数上，澳大利亚为 36，中国为 80，世界平均水平则为 55，这也解释了一些在

中国人眼中看似“不礼貌、不尊敬”的行为，却是澳洲人最朴实的生活方式。此外，我们还

了解个人空间的三个等级：亲密、普通、陌生，都说澳大利亚人对个人空间十分重视，初来

乍到的时候我还没有体会，后来在办理乘车卡时，人们都在距离窗口五米之外排队等候，在

乘轻轨的时候，就算是轻微的擦碰，人们也会礼貌地向对方说“sorry”。 
    讲座结束后，校方带领我们参观了教学楼、图书馆、学生中心、健身馆、餐厅以及一些

校内的基础设施。 
 

 
 



 
 

 
 
当晚到家之后，我和 Mom 一同完成了学校布置的一项“亲子作业”，目的是为了增进

学生与各自寄宿家庭的相互了解与融洽相处。为了防止明天独自上学会迷路，我又花了两个

小时将市区内的地图仔仔细细地研究了一遍，将自己想要参观景点和这几天的花销制成了一

份列表。这时，Mom 在楼下叫我和敏京一起去吃晚餐，霎时间，我感觉自己不是在国外寄

宿，而是真真正正在阿德莱德拥有自己的家庭。 
 

四、文化交融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魅力。 
课堂上，我们学习了澳大利亚的人口问题与移民历史，通过文章阅读训练，我了解到澳

大利亚的人口约为 2460 万，其中南澳的人口约为 170 万，阿德莱德约有 132 万，占南澳人

口的 77.6%。此外，平均来算，每五个居住在南澳的人中就有一个来自海外，由此可见其人

口迁移的规模之大，历史之久。 
随后，老师组织大家参观了学校的移民历史博物馆，尽管外面的天气十分炎热，我们却

在博物馆里了解到了许多有关澳大利亚移民历史的知识。博物馆里有许多小的房间，在这些



小房间的橱窗里，展示着许多珍贵的信息：来自其他国家的人移民澳大利亚的最早年代、移

民原因以及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等。这些人来到澳大利亚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心之所

向的“pull”，一种是被迫逃难的“push”，但也就是这些幸运与不幸，为这个国家创造了多

元的文化背景。在这里，平等的理念赋予了每个人为自己的理想不断奋斗的权力，人们求同

存异，共同建造美丽和谐的澳大利亚。 
 

 
 
晚上则是最令人期待的 bush dance，大约六点钟 Mom 和 Dad 开车带着我和敏京去参加

舞会，Mom 为我们准备了意大利饺子作为晚餐，吃不惯每天面包、三明治的我简直将之视

为了“饕餮盛宴”。其实，我原本以为舞会的地点会在灌木丛生的郊外，你看，这不是 bush 
dance 嘛，结果却是在宽敞明亮的礼堂里。舞会开始了，先生一列，小姐一列，依次经过舞

台前，随机结成舞伴。我的舞伴是一个帅气的韩国小伙子，我们牵着手加入了舞动的人群。

一开始我有些害羞，生怕驾驭不了这些花样百出的舞姿，但当我看到同组的小伙伴都很投入

其中，尽情享受这个文化交融的气氛时，我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当晚，我们和不同地域、

不同年龄的人们跳舞，玩得不亦乐乎。 
 

 



 
1 月 24 日，星期四，阿德莱德成为了世界之最。这天中午，阿德莱德的最高气温超过

了 46 摄氏度。据说，阿德莱德是这一天中全球最热的城市。下午放学走在街上，热风吹得

人睁不开眼，火焰山也不过如此吧。 
 

五、周末前夕 
今天是星期五，周末的前夕，明天我们就要迎来包括澳大利亚国庆日在内三天假期。 
上午我们进行了听力练习，与中国的训练方式稍有不同，Rachell 的听力考试是基于一

段讲述声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的演讲视频，这使原本枯燥的听力练习变得生动有趣，

同时也更加接近真实的听力环境，提高了训练的难度与真实性。此外，经过上一周的学习，

我也逐渐适应了阿德莱德大学理论交流与户外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英语学习方法这一

方面收获良多。 
接着，我们一同去探索了中央市场，穿梭于人流中寻找任务单上各种闻所未闻的奇特的

果蔬。最有趣的是，我们需要找到中央市场销售的最贵的奶酪，每个服务员听到后，都很高

兴地为我们找出店里最贵的奶酪，却发现我们只是将它的名称写在了纸上，然后道谢离去，

真是令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放学后我去了中央市场旁边的中国城，在那不仅有中国学生青

睐的辣条，还有成套的精灵宝可梦饮料，店内传统的中国工艺品销售不绝，整条街被中国红

点染得喜气洋洋。 
 

 
 
回到家中，Mom 和 Dad 带我体验了他们的周末前夕是如何度过的。首先，我们驾车去

看望爷爷奶奶，他们的房子家离我们不远，十几分钟的路程过后，我见到了一座古香古色的

二层别墅，也许这个词用的并不是十分恰当，但是相比我们的住所，这栋别墅显得更加沉稳

肃静，院子里的果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有油桃、毛桃、柠檬和番茄等。爷爷奶奶是传统



的希腊人，都很和蔼，奶奶给我做了一杯英式奶茶，过了一会，Dad 的哥哥姐姐也来了，一

大家子围着桌子，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新闻，一边家长里短地聊天。他们时而说希腊语，时而

说英语，我又多半听不懂，有的时候奶奶给我讲他们从前的生活趣事，我听不太懂，需要

Mom 帮我用标准的英语解释一下，才恍然大悟。 
温馨的时光总是短暂，拜别了爷爷奶奶，我们去中国城和朋友聚餐，长长的桌子竟坐了

将近 20 多人，这种场合我只在学校的部门聚餐中见过，Dad 告诉我他们每周五都会相约聚

餐，这种友谊的确是很让人珍惜的。 
 

 
 

 
 

六、孤岛探秘 
袋鼠岛，又名坎加鲁岛，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岛屿，南澳最著名的旅游区之一。早在这

次澳洲之旅启程之前，我就已经觊觎岛上的风光了，这个周末便是一饱眼福的绝佳时机。 
周六早上 5:00，Dad 把我送到了等待巴士的车站广场，这时天还是黑的，广场的长椅上

零零星星坐着几个等车的人。我找了个长椅坐下，等着相约同行的学姐。过了一会儿，来了

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她也在这等巴士，我俩便聊了起来。她来自越南，已经在澳大利亚工



作三年了，她来这里是“working for visa”，当听说我还是在读的大学生时，越南小姐姐露出

了羡慕的神情，虽然我们刚刚结识不久，却相谈甚欢。6:50 我们和学姐登上了开往码头的巴

士，在乘渡船前往袋鼠岛的途中，我们还结识了一对中国母女，一路上欢声笑语，所见所闻，

不甚欢喜。 
 

 
 

我们岛上之旅的第一站是鸸鹋岭桉树酿酒厂，经过岛上工人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这里的

桉树油是由袋鼠岛的窄叶 Mallee 自然产生的，这是一种生长在路边的浓密的多茎树，桉树

油有多种用途，可以作为消毒剂、驱虫剂、清洁剂和润滑油等。岛上的工人还向我们展示了

如何用传统的蒸馏方式提取桉树油。中午，我们乘车前往微风湾小酒馆享用午餐，微风湾小

酒馆设置在自然丛林中，当我们到达时，新鲜美味的澳式午餐已经准备好了。 
下一个景点是著名的海豹湾，海豹湾是澳大利亚海狮的故乡，也是澳大利亚海狮的第三

大繁殖地（那为什么不叫海狮湾呢）。这里，我们有机会近距离观看这些海狮在海浪中游泳

或是在沙滩上晒太阳。但是，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只能在 10 米以外的距离观看并拍摄，因

为这些海狮一旦感到威胁，就会变得咄咄逼人，十分危险，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我们的第四站叫做猛禽领地，这里有令人惊叹的澳大利亚猛禽的飞行展示：笑翠鸟、隼、

楔尾鹰、猎鹰和各种猫头鹰，它们在训导员的指令下向游客展示着卓绝的自然技能、适应能

力和狩猎技巧，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奇妙的互动体验。今天的最后一站则是压轴的袋鼠岛野

生动物园，我们在袋鼠之间散步，用手去饲喂、抚摸它们，与带着小宝宝的考拉零距离接触，

看企鹅游泳和玩耍，与蛇、蜥蜴、鳄鱼等爬行动物互动，尽情体验袋鼠岛的野生！ 
 

 
 



 
 

 
 

结束了一天的行程，我们乘车返回酒店，住进了梦寐以求的海景房，烧壶热水，烹制了

刚刚在岛上超市购买的泰式泡面。当晚，我和学姐又去了一次码头附近的白沙滩，天色渐晚，

白鸥轻掠水面，湛蓝的大海映衬着蔚蓝的天空，大陆在彼岸，而此岸的我，心情早已被这雪

白的海浪拍得沉醉，真是幸福与惬意交织的时刻呀。 
 



 
 

 
 

第二天早上九点，观光巴士已停在酒店外，我们开启了新一天的行程。首先到了袋鼠岛

蜂蜜农场，我们每个人品尝了农场酿制的蜂蜜饮料，参观了人工蜂巢的制作过程。短暂的停

留过后，我们来到了野生考拉观赏区，与昨天不同，这里的考拉生活在高高的桉树上，很少

与人接触，保持着浓郁的野生气息。下午，我们到神奇岩石留影纪念。在濒海而立的巨大花

岗岩上，坐落着许多嶙峋兀立的巨岩，称为了名副其实的天然奇观，据说，神奇岩石因其独

特的地理位置被当地人称为“天涯海角”。沿途，我们欣赏了海边拱门和双子座岛屿，最终

抵达了最后一站——游客中心挑选心爱的纪念品。 
当晚，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行程，乘坐轮渡返回大陆。Dad 和 Mom 一起来接我回家，一

路上，我与他们讲述我在岛上见到的各种珍奇动物和发生的趣事，这一刻，我觉得我们就是

幸福的一家人。 
 



 
 

 
 



 
 

1 月 28 日，周一，这一天是澳大利亚的国庆日。我上午在家休息，下午则去了格莱内

尔格沙滩，相比袋鼠岛，这里的海滩则更加阳光，更加热闹。我和同学坐在沙滩上，聊着这

一周发生过的事，和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在浅滩里捉鱼，拎着沾满细纱的白鞋，赤着脚在沙滩

上渐行渐远…… 
 

 
 

七、时光如梭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们完成了最优秀的海报、做了最精彩的小组展示，一起去探索神

秘的南澳美术馆，欣赏充满现代艺术感的抽象画作。在 Rachel 的指导下，我们点染着只有



自己能看懂的西澳壁画，彼此嘲笑，又彼此学习。在南澳博物馆里，栩栩如生的生物标本令

人拍手称奇，原始居民的生活工具更是使人大开眼界。在野生动物园里，我们与成百上千只

种类繁多的袋鼠零距离接触。 
 

 
 

 
 

 



 
从周四的离别晚会，到周五的结业典礼，再到第二次朋友聚餐、第二次探望爷爷奶奶，

当我正要完全融入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时，离别的气息却悄然降临。时光宛如白驹过隙，在

阿德莱德不过 12 秒的日落中，我回忆着 12 天妙趣横生的澳洲之旅，这一晚，是我最后一次

看夕阳西下火烧紫霞，最后一次看稀星半寐朗月流银，两周的学习生活不断掠过我的脑海，

从初来乍到捧着礼物用晦涩的英语解释它的寓意，再到用学到的澳式英语勇敢地问候身边的

每一个人，就如 Mom 在第一封邮件中说的那样：大胆地去表达自己，你就会学到很多东西。 
 

 
 

 

 
离别短暂，情意深长。当耳畔还回响着阿德莱德轻轨的报站声时，我已坐上了飞往北京



的航班。为期两周的英语文化交流项目真的令我受益匪浅，与其说是掌握更多的英语知识，

不如说是学习与人交流的技能，培养国外生活的能力，感受文化冲击的魅力。记得在临行前

的指导会上，领队杨老师曾说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be nice, be open, be friendly”这句话

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虽然我做的并不够好，但我真正领会到了它的含义，当你以积极乐

观的态度躬身学习、探索求知，以真诚坦然的心情与人交流、结识朋友，你会发现一切困难

迎刃而解，生活将回你以阳光与微笑，或许，这正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我很庆幸能够参加这次阿德莱德大学的寒假英语文化项目，我会将这段美好的回忆铭记

于心，激励自己为实现两年后出国读研的梦想不断奋斗，在会计学专业的领域中有所研究。

同时，我也要衷心感谢 ISP 远学教育的老师们在行前与带队时的关心照顾，以及其与阿德莱

德大学提供的海外学习平台，期待今后有机会回到阿德莱德看望我的老师和亲人，重温心中

之旅，再访梦中之城！ 
 

2019 年 2 月 20 日于北京 
ISP 学员 张璐 



人生最幸福的成长 
-IN AUSTRALIA ADELAIDE 

International student：Fangyuan.LI

 

1 月 19 日是出发的日子， 
1 月 20 日是故事的开始…… 
每一次的的行走我觉得对于自己的人生来说就是一次全新的经

历与生活，我踏足江河湖泊，跨过大山大河，但此行阿德莱德，从

此这个城市被我深埋心里，我认为是它代表的是“人生最幸福的成

长，最温暖的城市，最善良的人，最好的环境”。 

出行前其实相比与激动在自己内心中更多的是对于未知国家、

未知城市的紧张。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国家前往另一个

全新的地方，也是第一次有机会得到寄宿家庭的接待，成为真实的

一员“居民”，而不是以旅行客的身份走马观花的去探索一座城市，

满怀期待而又紧张，就像是心中早已昏昏欲睡的“小鹿”又苏醒了

一般，心又开始乱撞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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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此行结束前，我也从未想到过一次偶然的访学决定能带给

我那么多快乐与温暖，可以让自己再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看

到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生活，看到最善良的人…… 

 

 

1月 20日，怀着紧张而又快乐的心情我走出了机场，心中早有

了千万次设想对于即将到了的一段时间的新生活，但从未想到它来

的如此热烈而温暖。 

我看到一位澳洲奶奶面带微笑的举着牌子，上面写着的是我的

名字，一路从机场走出，她看着我，嘘寒问暖，真诚而又热烈。我

没想到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以从未曾谋面，到一瞬间被拉得这么

近，而又那么暖。她开车带我回家的路上问我喜不喜欢这个城市和

沿途的风景，其实从我走出机场后我的内心就沉醉于了这座城市和

沿途的风景之中，她和我介绍着路上的每一个地方，我能够真实的

感受到她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沿途经过海岸线，我的嘴中发出了

一个又一个:“Amazing !”,我说我最喜欢的风景就是大海，我从

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海岸线，沿途的所有风景都吸引着我，我和这

座城市的相识如梦如幻，我们聊了一路，关于这座城市的风景，人

文和生活。从那时，我就觉得此行不同于任何从前的经历。 

第二天，奶奶说我第一天上学，要送我去学校，说第一次去学

校要送我怕我迷路，我们出发的很早，那是我第一次坐阿德莱德的

公交，那大概是我见过最快乐的公交司机，清晨大家都是路人，匆

匆上车赶路，但每个人都不会忘记一句“Good morning!”,司机师

傅亲自下车接残疾人，推他们的轮椅帮助他们上车，然后安置好他

们，开车。澳洲的人文从那一天起就深深的吸引着我，我不知道应

该用怎样的语言去描述那种和谐快乐的关系，我觉得那可能是我很

理想的一种生活态度，以前从未接触过，而又很憧憬。 

下车便到了 King William Street，那是我第一次记住记住这

条路的名字，我们一起去了语言学习中心报道，奶奶怕我无聊带我

喝了咖啡，还告诉我第一天一定是一个“Big Day”,让我多喝水照

顾好自己，我从未想过我能被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如此照顾，心里的

温暖溢于言表。第一天是最让人新奇的一天，也是最兴奋的一天，

形形色色素未相识的老师用着流利的英文和我们描述着接下来的我

们要有的生活，我们要做的事，周围的同学都面带微笑，从未觉得

如此幸福，心中满足。分班之后得知我们的老师是 Emma，一个看起

来很干练的老师，她对我们每个人态度和蔼又不失睿智，人生风格

特吸引人，让人的敬佩之感从心里油然而生，班里的同学都很开朗

乐观，好像坐在一群”天使“的周围，初识澳洲，已然是满心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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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一起能够有一些共同的态度，和而不同这是我曾经很向往的

学习方式和团体思想。这一次我也成为了自己曾经的“梦中人”，

一切像是一场梦，但又真实，让人满心欢喜。 

好的事情往往伴随的一些不好的运气，接下来上学时候，我一

直靠手机的地图让自己熟悉路况，但偏偏手机就坏了。我很怕麻烦

别人，但是这件事我必须和我的 HOST商量，Sharon直接说送我去

学校让我自己真的很温暖，她说我刚来这个城市还不足够熟悉，也

没法联系我的家人和老师，这是她应该做的也是她的责任，温暖这

种事就谁也说清，道不明。也许是特别的缘分，我遇到了一个这么

温暖的奶奶。 

上学的日子里，每天都有快乐的事发生，上学可能是个有压力

的过程，但相比于压力更多的却是快乐，你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

人，你能有有趣的事分享。有一句话叫：人无痴无趣不可与交。但

是周围都是有趣的人，你的所有的生活，学习也会变得十分快乐，

顺利。每天的课程安排十分合理，并不像我在国内上课那样以教室

为中心，每天有很多时间去室外接触社会环境，完成室外的一些作

业。这些东西给我更多的是一种成长，学习并不是一个人以后走向

社会的全部，你需要的是接触，交流，用你的专业知识，这些所有

的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在阿德莱德大学，给了我这么一种新的体

验和新的成长。每个人在学校里都很快乐，轻松，这种大学给我们

的自由成长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从未曾感受到的。 

更多的是影响到我的人生态度。能够让你学到更多的地方不是

学校，而是这个国家，这个城市，你每天用心的生活，就会感受到

那些不同于你以往的东西。你能感受到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你能感

受到快乐的生活态度，那种心态上的成长与感受是千金难求的。 

My host 用自己这些年的生活告诉了我，要一直勇敢的去经历，

勇敢的去生活，保留好自己身上难能可贵的品质，千万不要因为外

界得环境而影响自己，这也就是在中国我们常说的“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对我善良，告诉我更好的生活习

惯和生活方式，方方面面指正我，让我的人生在多个方面都快速成

长，这是我这个年纪需要的，她的态度，她的方式，真实的让我感

受到了，什么是“人生最快乐的成长”。 

在阿德莱德大学和同学们的相处也让我学到了如何在团体之中

利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让我学到了自己以前很欠缺的“相处之

道”。能够让同学们喜欢我是我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用一种快乐

自信的方式去和同学，和老师接触，我觉得你收到的反馈也一定是

积极的，有趣的，我觉得做一个有趣的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无论身处在如何的一种环境，无论在和谁相处，永远别失去你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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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灵魂。互帮互助，大家能够互相调侃，却又感受到彼此得真

心实意是最重要的相处之道。 

在阿德莱德如何形容在这里的开心呢？用一句夸张的话说就是

“我觉得阿德莱德的狗都比别的地方的狗快乐”，在放假的时候有

幸和我的寄宿家庭一起去海边，感受到的最真实的两个字，就叫快

乐，我认为这种快乐更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代表的并不是这

两个字的本身，在阿德莱德这两个字便被重新赋予了灵魂，这种生

活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小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跳水，狗子和它的

主人看着夕阳在海边散步，这种场景可能在梦里出现过，可是在那

一刻，它是那么的真是，又是那么的触动我。 

更重要的要感谢老师带给我的成长，她们带我从各个方面融入

生活，让我们了解这个城市的文化背景，让我们了解这个城市的人

文，生活，这座城市的历史。对于我们来说，学到的知识固然重要，

但她们让我们学到更多的一点是真实的感受到了学以致用，如何去

真实的感受到你学的东西，如何去用。她们用教学告诉了我们，你

在学习中收获的东西，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脱离了生活单独的

东西。也很感谢 Emma老师教会我这些细微的道理。比学习本身更

重要的是感受，是领悟。 

也很感谢每一位老师对我们的付出，带我们学习的杨老师一路

照顾我们，为我们每个同学排忧解难，每天下课都会对我们进行总

结，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来体会什么，学习什么，以一位长者的心

态对我们悉心的指导。而在阿德莱德这些天来的每一个学长，老师，

都尽自己的努力，让我们无论是在学习生活方面都有了很多的想法

与收获这是不同于我以前的。 

阿德莱德大学为我们在项目进行的时候准备了他们传统的舞蹈

晚会和晚宴让我们加强了彼此得关系，认识了新的朋友，还体会到

了澳洲生活的不同，对我们以后得生活，见识都大有裨益。 

临走之际，我以为我不会哭……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在我要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奶奶知道

我要离开了，而且知道我很喜欢那里的大海，她开车带我去了海边，

在海边其实心情很复杂，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发自内心的说了

句“我爱你阿，我也很喜欢这里的生活，喜欢这里人们的态度，就

连这里的夕阳我都舍不得”，眼睛里掉下几滴亮闪闪的泪花，我只

是说“我眼睛里进沙子了”掩盖住了我的留念，但知道今天提笔，

我真的想说，我很喜欢这个城市，我很喜欢那的生活，我也爱我的

寄宿家庭。中国人的感情委婉，希望你们理解我，我爱你们每一个

人，爱的深切而又热烈。 



5 

离开的那一天，奶奶执意要送我到机场，临走之际，她带我喝

咖啡，和我有谈不完的话，但时间不等人，在我飞机还有两个小时

起飞的时候，她真的忍不住哭了，但我忍住了，我觉得我一定会再

回来，我不会忘记别人对我的好，更不会忘记这段开心的生活，他

已经超过这个项目本身要给予给我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情愫。让

我久久回味，一直激荡在心中，产生阵阵涟漪。也像是一种情感，

永远无法割舍。 

我以为最后一天，我会坚强，我不会哭。 

我从未想过，当飞机飞起来的那一刻，我已情不自禁的落泪，

泪如雨下，早已不知所言。原来离开一座城市，可以让人这么的不

舍，原来不到离开的那一刻，你不会真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割舍掉的

东西。我爱这座城市，和它带给我的一切。 

我是一个过客，但是它像一颗感情炸弹，我心中久久不能平复，

谢谢你带给我的东西，我会践行我离开时候的诺言，有空我还会回

去，我会看看我的奶奶，“等我下次回来，我还会亲手做饭给你吃，

记得呀”，我承诺的，一定会做到。 

写于此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不知所云，种种恩惠谨记于心。

澳洲这么好，感谢遇到你们，感谢我的经历。 

此行经历，我称它为“人生最幸福的成长”。 

著以此文以记之，比行澳洲，毕生无悔。 

 



I was honored to be admitted to the GEAP in 
the Language Center of University of Adelaide. 
Thanks to ISP and University of Adelaide, I got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in one of the best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for two weeks.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ave been abroad. Even before 
leaving for Australia, I began to imagine the 
new life in South Part of the earth. 

My first destination is Melbourne and the 
Great Ocean Road. The experience in the city, 
ordering food and checking in in English for 
example, did help me adapt to the new 
circumstances of the country. What’s more, the 

spectacular scenery along the Great Ocean 
Road impressed me so much that I didn’t leave 
until the sun completely fell down the horizon. 
My first impression of Australia is far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sunset I saw. 

!  

After three days in Melbourne, I left for 
Adelaide, where I stayed with my host family, 
Paul and Jean, for the next fortnight. At first, I 
worried that staying in a host family could be a 
great challenge since communication could be 
very hard due to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unnecessary. Paul and Jean are really nice. 
They not only provided me with comfortable 
accommodation and fantastic food but also 
invited me to their party with their friends, 
which indeed made me feel like a part of their 
family and life. However, it was fairly hard for 
me to keep up with their conversations at first. 
All that I could do is to smile and nod 
constantly. Exactly at that time, Paul, Jean and 
their friends tried their best to engage me in 
their conversations by keeping asking my 
experiences in China and my opinions on some 
issues. I eventually made it. Even if I was 
abroad, I was not alone.  



On Australia Day, January 26th, we went to the 
Hallett Cove for hiking first and had a great 
lunch facing the sea. Then we headed to the 
Compass Cup, a typical Australian countryside 
party. Cow racing and alpaca shaving were the 
most amusing things for me. 

At last, we drove back to the city to watch the 
Gala held in Elder Park. On our way to the 
park, we saw a large load of people in the 
parade wearing various costume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which indeed made me sense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Adelaide and Australia 
directly. And I got to know The Veronicas, a 
famous local music group, whose music is 
exciting and full of energy. The firework show 
afterwards was awesome too. 



Apart from my life with host family, the time I 
spent with my friends was also unforgettable. 
In class, we discussed with passion to finish 
the tasks and compete with other groups, Koala 
and Kangaroo. Out of the class we hung out 
together in Rundle Mall, explored new 
restaurants, visited the art gallery and went to 
the beach to see the sunset.  



What’s more, our outstanding teachers, Rachel 
and Emma paid a lot attention to our studying. 
They tried to make classes more interesting 
and engaging by leading us to some attractions 
to finish tasks. By visiting Rundle Mall, 
Rundle Street, Central Market, Migration 
Museum and the Museum of Adelaide, our 
knowledge was enriched. The aboriginal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mmigration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diversity in Australia.  



The tour in Cleland Wildlife Park organized by 
Language Center gave u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ccess to the animals. We even got a chance to 
touch a snake and a lizard!  

However, it’s a pity that we didn’t get a chance 
to hold a koala and take a picture because of 
the heat. Still it was a great trip! 

The Bush Dance was also interesting! All the 
students danced together. And I made a new 
friend from Hangzhou at the party.  



It is an absolutely wonderful experience in 
Australia. I not only made friends with people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but also got my 
English trained. Additionally, being brave 
enough to talk to people is really big progress 
for me. Without going out to see the world, we 
can never know how trifling we are.  

Hope one day I could go back to Australia to 
meet my host family and obtain a chance to get 
further study in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南半球之旅  
陈若男 

在未踏入南半球的土地之前，南半球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现实中的千里之外。而我对这片

土地、这个国家的了解，也仅仅来自于互联网上的报道新闻和在澳留学的朋友的描述。但是

当我真正踏上这片海岸，真正的了解才刚刚开始。 

DAY 01 Saturday 
   当飞机从北京起飞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澳洲的人文氛围了。空姐和机长的脸

上保持着一种见到老友般的暖心的微笑，似乎每一位客人都是有约而来的老友故人，而非需

要他们提供服务的客人，这种亲切，减少了我对陌生国度的紧张感。我们素不相识，语言不

同，身份地位不同，可是却是可以在某一个时间，某一段旅行中，跟彼此分享自己的过往，

自己的故事，甚至诉说着自己的将来，何其畅快！不会因为此刻的身份不同有任何的隔阂，

也不会因为彼此之间蹩脚的语言而有任何的不便，反而因为各种的巧合，而更加的亲密无间，

其乐融融。 

而对于食物的体味，也是从飞往澳洲的航班上开始的。黄油面包的早餐，香甜的味道

弥漫了整个机舱，这种香甜的黄油味道可能在中国很难闻到吧。事实上，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的中国人，我很难接受这种早饭，香腻的面包真的令人头脑发胀，可能这就是吃食上的小差

异吧。此刻，心理准备已经做好了。 

DAY 02 Sunday1.20 
这是我飞行时间最长的一次，16个小时的飞行真的

令人疲倦，但是当云层渐渐散开，飞机抵达万里无云的悉

尼时，我睁大着眼睛俯瞰着这个港口城市。 

在未抵达这国际港口城市之前，我曾以为她会像纽

约一样华丽繁荣，但是当我从上空俯瞰的时候，才惊觉她

的平静祥和，她自带着中国的大都市所不具的风韵体态，

像一位经历过岁月洗涤的宫廷贵妇，悠悠地过着自己充满仪式感的小日子。没有林立的高楼，

却整整齐齐地铺着一排排、一座座的小院子，就像一张花纹繁复却别具一格的缎子飘落在这

静谧的海湾。太阳高照，万里无云，飞机上的视野格外的清晰，偶尔还可以看见那小港口有

人划船出行。那对于我们这种长期生活在内陆的人来说，

可是想都不敢想。 

在飞机抵达阿德莱德，见到寄宿家庭的时候，我的寄

宿生活开始了。抵达当天的晚饭是烤鸡腿和米饭，这样偏

近于中式的晚餐真的让一个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中餐的中国

人感动到哭。寄宿家庭的住宿条件也让我感觉很舒服。独

立的房间和干净的卧室以及完备的硬件设施，满足了我的

各种生活需求。 



DAY 03 Monday1.21 
 第一天上学就让我感受到了澳洲教育模式与中国教育模式、以及澳洲学生与我们中国学生

在生活以及学习中的不同。 

早上是寄宿家庭的妈妈送我去上学，由于睡过了头，我们可能会迟到，但是当我急冲

冲地告诉她，我们会迟到的时候，她依然慢条斯理地准备着出门。上学路上，我问她为什么

上课迟到都不着急，她告诉我在澳洲的生活就是这样自由，迟到也没什么大碍。这种生活方

式真的令人大跌眼镜，我非常惊讶地告诉她，在中国，上班迟到会直接表现在薪水上面。我

想，如果我不曾来过澳洲，那么我也不可能相信在这个急速前进的社会里，还有这么一个国

家，存在着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平静又和谐，舒适又安逸。 

课程是从早上 9 点开始的，下午 5 点结束。

本来以为中间会给我们 2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结果

竟然只有 45分钟的午餐时间，而午休时间，没有？！

所以原来国内所说的国外学生 3 点钟下课，不非我

们想的那样，由于时差原因，国外 5 点确实是国内

3点，但是国外的上课时间并不比国内上课时间短，

只是因为午休时间缩短的原因，导致学生待在学校

的总时长较国内学生短。而真正的学习时间并未减

少。 

国外的上课模式也不是仅仅局限于课堂，而

是更注重课外的学习，我们会在大家上了解这座城

市的文化，会在博物馆里面感受这个国家的历史，

而非在课堂上听老师的讲授。 

我也从未想过澳洲的首府会与国内的省会如此之大的差别，阿德莱德的城区几乎无人

居住，但是环绕着城区的近郊却是居民的聚居地，他们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工作之外的时

间里，享受着自己的清闲时光。他们说城区只是工作和学习的，却不是最佳的休息处所，因

此他们每天开车进城上班，开车出城回家，虽然每天车程有一个小时左右，但是他们也乐此

不疲，为了下班后的安闲时光，也是很执着了。 

而城区也是我无法想象的小，可能不需要公交车，步行就能穿过整个城市，可能这是

我见过的最小的 capital了。 

大学的校园也与国内的 campus 大不相同。国内的大学总有把校区建在村里的趋势，

这样远离城市的喧嚣，以至于学生可以更加专心地做学问。每每遇上节假日还要在学院那里

递交请假条，方可出去活动。但是在国外，学习是一件非常自由的事情。名校的校区全部在

市中心，几个校区都是环绕着最繁华的商业街建立的，而且各个教学楼都没有门禁这么一说，

任何人在上课期间都可以进入教学楼或者去学校博物馆、校史

馆、学生活动中心去参观。因此国外的大学是开放的，是自由

的，是不被约束的。 

第一天下学之后，回家的路上是自己坐公交车回去的。虽然我

不识路，但是寄宿家庭的妈妈告诉我自己下一个 APP，然后根

据地图就能回家了，因此我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自己想办法回家。

在未经历这些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在不认路，看不懂地

图，而且路痴的情况下，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可能国外的教育

方式就是如此，家长是不会手把手地教孩子，关于做人的道理

或者什么知识技能，他们只会告诉自己的孩子怎么去做，而具



体怎么做，他们是不会干涉，也不会帮忙的。对于自己的孩子，也不是中国式的无

微不至的关怀，而是教孩子自己去领会，正是所谓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晚上的晚饭是意大利面，寄宿家庭给我做的跟中国的炸酱面很相似，因此也非常可口。

牛肉末伴着西红柿末，和着意大利面真的很不错，我从未想过国外的意大利面反而跟中式的

炸酱面相似，而不与在中国吃的意大利面大相庭径。 

DAY 04 Tuesday1.22 
上学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澳洲的公交车是需要买票并刷票的，然而刚刚

来到澳洲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刷票。买了票的我，拿着票半天都不知道怎么刷,一时间尴

尬得不行，大家都在座位上，等着司机开车，但是由于我要买票，耽误了司机开车的时间，

更是由于我不会刷票，司机离开驾驶座，亲自帮我刷票。顿时我感到自己在这个异国他乡不

是那么孤立无援。 

我想在国内可能都很难遇上这种情况，毕竟在中国这个时

间观念如此强烈的国度，为一件小事而耽误影响大家的时间，

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当那位司机帮我刷票的时候，我心里真

的觉得非常温暖。                   

当天天气也有些炎热，在公交车上面，人也不少。恰好我

站在一个女士旁边，当这位女士下车的时候，我本以为站在旁

边的男士应该会坐在那个座位上面。没想到，那位男士直接让

我坐在那个座位上面。外国人的绅士不止于对于有自己熟识的

女士，对于不认识的女子也愿意展现自己的绅士风度，这一点

国内很多男士应该很难做到吧。 

DAY 05 Wednesday1.23 
今天去参观了澳洲的移民博物馆，了解了部分澳大利亚的移民历史以及移民原因。我从

未想过一个国家竟然大部分的国民全是靠着千百年来的移民而存在的，因此一个文化碰撞如

此之激烈的国家，也应运而生。 

因为各个民族的文化碰撞，造就了澳大利亚如此不一样的生活习惯，以及生活方式。 

在博物馆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国家移民的背景以及移民的原因。但是纵观大多

数的移民原因，无非是因为贫穷或者生计所迫。而幸运的是，在我中国人的移民澳洲的过程

中，中华文化真的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对于一个在中国只听说过三寸金莲却为见过三寸金

莲的现代人来说，澳洲移民博物馆中的三寸金莲可谓是令人大开眼界，从未想过自己可以在

异国见到中国古代的鞋子。另外，另一对中国的筷子也是十六世纪的时候，中国人移民到澳

洲时候带来的。远渡重洋的古代人，传播中华文化竟如此之早。 

本以为我中国，拥有世界人数之最的国度，应该是移民澳大利亚最多的国度，却不想移

民澳洲最多的三个国家都不是中国，而是新西兰、英国、越南。也对，我们在街上遇上的亚

洲面孔差不多都是来自东南亚的国家。 

在如此高科技的博物馆，我们可以亲自体验到当时移民的苛刻条件，关于移民的条件以

及澳洲政府对于申请移民的看法。 

在了解移民史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些澳洲历史，比如关于战争，关于科技，关于

文化。 

这些关乎文化，关乎历史的知识，如果不深入当地生活去体验，我想，是很难感知的。

而当我们谈及一个国家的生活或者在某个国度的经历的时候，如果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国家

的内在的历史或者知晓这个国家的来历，那么仅仅去观赏这里的风景，那么我想，这种经历



只是空有其表的，是不彻底的，不完美的。                                              

   周三晚上的 bush dance 可谓是期待很久了，在中国从未参

加过舞会的我，对于晚上的舞会真的满怀期待。但是实际上，

国外的舞会与大家心目中的舞会是不一样的，它不像电影里面

的那种觥筹交错，它仅仅是一个大家互相认识的途径，而且这

种舞会的舞种也并非是国际舞或者交谊舞，只是一些简单的动

作配上一些欢快的节拍罢了。 

   舞会中，大家会经常交换舞伴，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因此

认识很多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人。在这个舞会中，即使是陌

生人，大家都会像昔日老友一样融洽地聊天，分享着自己的故

事。恰好因为大家彼此互不相识，反而会畅所欲言，无所顾忌，

不必担心自己的秘密被他人知晓，又可倾诉心中的苦闷。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拘束或者紧张，

整个人都是处于一种放松惬意的状态。 

其实这种舞会就是类似于我们的婚宴，只是略有不同罢了。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晚餐前

来，然后大家几个人围在一张桌子上面吃自己的食物，当大家差不多都结束自己的晚餐时，

就会大家站起来一起跳舞庆祝了。而且这些舞蹈是老少都会的，适合大家一起跳的。 

回家的路上，我了解到今晚舞会的舞蹈都各有用途，比如 chicken dance就是在别人

结婚的时候，大家一起跳的，用来表达祝福。而这种庆祝方式，在中国从未有过。 

DAY 06 Thursday1.24 
今天是澳大利亚百年历史上最热的一天了，最高温度到达

了 45℃。没出门的时候担心自己会蒸发了，但是没想到，走在

街上却一滴汗都没出，只是感觉有点热而已。45℃的高温天气

也没有那么的难熬。 

没有想到从未感受过如此高温的天气，我也没有半分不适。

但是可能由于炎热的天气导致头脑昏沉，因此坐公交车回家的

时候，坐过了站，导致迷路可是我从未想过的情况，但情况并

非想象中那么糟糕。还好我只是坐过了一站，因此离家也不远。

只是由于街上没有什么人，而且我也不怎么会使用地图 APP，所

以略有慌张。幸运地是，路上遇上一个开着车的小姐姐，当我

拿着地图向她问路的时候，她直接把车停下，下车来跟我讲回

家的路，这种热心的帮忙已经很少见了。 

不过，经历了这次迷路以后，我在澳洲也不那么害怕迷路了，虽然不认识地图，也不擅

长记路。 

但是今日我们进行了实地寻访，我们去了一些营业了几十年的咖啡店，饮品站，或者小

吃店。当我们推开门进入小店的时候，那种古朴的风韵就感受到了。这些有着几十年底蕴的

咖啡店与国内的一些饮品店是大不相同的。他们卖的不是那种快捷式的饮品或者已经做好了

很久的蛋糕，而是一些精心制作的茶点或者甜点，而饮品也不是那种大锅饭式的饮料，而是

根据每个人口味而调配的咖啡或者牛奶饮品。客源也不一样，当国内的自动咖啡贩卖机到处

都是的时候，而国外的咖啡店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初衷，慢悠悠地煮出一杯醇厚的咖啡，芬

芳了一整个下午的悠闲时光。 

令人惊讶的是，不是这些个小店都是生意红火。情况好的也就四五位客人，而情况糟糕

的竟是只有一两位客人。那么情况糟糕的店几乎入不敷出，又有何必要去经营呢? 

可能他们只是想要延续家族的生意，虽然那仅仅只是一个小咖啡厅而已，但是这也是一



个家族的精神财富，是另一种血脉的延续。也可能是因为热衷于这一项事业，热衷于服务或

者沉溺于对于饮品的研究与探索。但是，如果这种现象，在中国公众的眼里，完全是匪夷所

思的，没有多少收入的咖啡厅，又有何用？若是一个孩子从小立志于开一间咖啡厅，那么这

个孩子，若是生在中国，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收到家长的支持的，但是若是生活在像澳洲这

样的国家，那么孩子对于事业的探索，或者其他方面的学习，家长则会大力支持，甚至会给

予帮助。 

因此，当我们悠闲地坐在室外的太阳伞下，捧着一杯芳香浓郁的咖啡，看着窗外的宁静

的街道，似乎时光都慢了下来，而此刻所有脑海中的烦恼，焦虑，似乎都烟消云散了。 

店里面的服务员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热心。由于我们调研的内容有一些需要咨询服务生，

因此我们不得不去劳烦服务生。 

虽然服务生还有客人需要服务，但是一看见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也愿意停下来帮助我

们。虽然我们进店里来，什么也没有买，虽然他们也只是受雇于人，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冒着

被差评，被解雇的风险，来做一些对于他们无关紧要的事情。当他们面带着笑容，帮我们解

答问题时，我们就突然觉得很亲切。虽然我们来自于不同的民族，甚至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但是此刻亲切且热心的帮助，让大家亲如一家。这种不带有色眼镜的服务，真的令人敬佩。

这种不带种族歧视，也不因政治外交原因或者立场不同的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安宁。 

DAY 07 Friday1.25 
    这是我到澳大利亚以来第一次到所谓的市场。令我吃

惊的是，澳洲的市场不像国内菜市场一样杂乱无序，反而

更像国内的超市。要不是有卖生鲜和鲜肉的店铺，我还差

点以为自己进入了一家超市。 
    超市里面也有令我们惊讶的事情。由于任务要求，我

们需要进入一家肉铺进行调研。吸引我们眼球的是，这家

肉铺不仅仅贩卖一些国内常见的肉类食品，更有一些袋鼠

肉，袋鼠尾，鳄鱼肉可卖。因此对于一个生活在中国的学

生来说，这无疑是匪夷所思的饮食习惯。 
    而当我们进入一间乳酪店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自己

似乎进入了一间西饼屋，香甜的味道弥漫了整个店铺。店

内的客人络绎不绝，澳洲人对于乳酪的喜爱是我们无法想

象的。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

是，市场的花店，更是

生意火爆。当一把花束的价钱 已经抵得上一顿午餐的

时候，仍有一大群人愿意花钱 去买一些精神上的赏心

悦目，并引以为乐。大多数买 花的人，不是为了情侣

之间的情谊表达，反而是一些 中年女性买来，放在家

中，陶冶心情的。这种

现象，这些花店，可能

在国内根本无法盈利，                  
                                                         

但是在国外却可以有很

好的经营。 
   如此花店在这样一



个市场里面生存，也是澳洲人的精神需求所要求的吧。 
临近维多利亚广场的就是中国城。已在澳洲待了一些时日的我们，真的已经很想念中国美食

了，所以我们去了中国城的一家新疆菜馆。一条街上的中国餐馆，饺子店，火锅店，川菜馆，

宣扬着中国的饮食文化。突然想起来，在很多国家都有唐人街，可见当时唐朝盛世之繁华。

在一整条街上，很多当地人都可以用着筷子吃面条或是饺子。中国文化在澳洲的传播已经和

广泛了。 
看着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接纳中国的文化，即使只是饮食文化，也足以令人欣慰。我

们亚洲人使用筷子的饮食习惯也逐渐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何不令人骄傲自豪呢。 
而在中国城里面，进入一家中国餐馆时，使用汉语跟服务员交流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

自己不像是在国外，反而是在中国，我们讲着自己的母语，大家感觉彼此之间格外的亲切。

而这种感觉，在国内的餐馆或者国外的西餐厅是无法感受到的，因为在陌生国度所感受到的

关于母语的亲切或者那种对于同胞们的信赖，仅仅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的环

境中。但也正是因为这种环境，让我们尝试了一次关于身在异国，远离母国的滋味，在没有

母语环绕的情况中，才感受到母语的亲切与珍贵。真的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DAY 08 Saturday1.26 
今天是传统意义上的澳大利亚节，它的意义对于澳洲人来说，就像国庆节对于我们中国

人来说一样。 
因此街上空前热闹，市民们集聚在 William King Street 看表演，观看游行。如此国庆之

时，街上以游行作为一项活动，可谓是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可能无法想象一个国家的

游行竟然是由很多个民族，不同的传统服饰来组成的。比如，游行的队伍中，会有大和民族

的方阵，他们穿着和服，宣扬着大和民族的文化涵养，也有中国传统表演的方阵，他们穿着

大红色的舞裙，表演着中国传统的舞蹈。 
澳洲人的国庆节不是在商场度过的。反而海边的烟花，街上的游行抢夺了人们的眼球。

而在逛街的半天里，我发现了澳洲人的友善与骨气。街边的小店快要关门的时候，老板会告

诉我他们要打烊了，因此很客气地让我离开。纵使我表现出极大的购买欲，他们也会遵守规

矩地关门打烊，不会因为一单生意而违反规矩。而这种骨气，是

我所敬佩的，正是古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真实写照。 
中午的时候，我在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遇上一位非常有素

质的本地人。我先他一步达到餐馆，当他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他

熟识地和店主打招呼，寒暄，又见他帮着收拾餐桌，给其他客人

上菜，还以为他是店里的服务生。但是当他用完午餐，并自己把

盘子送回到后厨，感谢店主的午餐，不由得让人刮目相看。 
好笑的是，这位客人，在走的时候拿起了放在桌子上的墨镜

给他的爱宠戴上，然后高高兴兴地走了。我本以为那副墨镜只是

那位客人的，由于偶来兴致，才将墨镜给宠物戴的。但是当我追

出去看的时候，我发现那副墨镜真的是为那只爱宠准备的。而那只狗，戴上墨镜的靓照，也

被我收录于此。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澳洲人的幽默风趣也为人所不解。 

DAY 09 Sunday 
    遇上美术馆展览毕加索的展品，我就一个人前往观赏，不得

不说，这些展品真令人大开眼界。欣慰的是，这些展品都没有玻

璃墙阻隔，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赏这些大师之作。 
当我凑近去看的时候，真的惊叹于大师们的精妙。有些作品



为了生动地展现鹅卵石小路的色彩斑斓，而使用了上百种色彩，而且每一颗石子的形状都不

一样。在那个没有照相机记录风景的年代里，大师只能用长久的时间去完成一幅画作，而色

彩迥异的石子，虽形状不同，但色彩只是略有不同，因此，这就对大师的考验就更艰巨了。

每一块石子都需要认真对待，其耐心、其毅力，非一般人可以拥有。 
当我仔细看左边的这幅油画的时候，惊叹于这位夫人的卷发和丝锦的表现力。大师将丝

绸与卷发的轻柔飘逸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想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将夫人的雍容华贵、锦

缎的轻柔表现出来，纵使我学画多年，也只能望其项背。 
    当我参观到毕加索的画作时候，突然觉得

自己似乎领会到大师的智慧了。两幅图联系在

一起，似乎是两幅画，但是实际上第一幅画作

只是第二幅画作的铺垫。大师并未仅仅着眼于

细枝末节处，反而追求于画作的整体效果，从

而达到整体上的和谐，因此就算是画作未完成，

但是乍眼一看，也是一副上等之作，而当我们

看见第二幅图时，便知道此见关系。 
令人敬佩的，不仅仅是大师的画技，而且

是大师的过程。参观的时候，我们发现，大师每一幅画作都有好几张记录过程的稿纸，这些

稿纸都只是为了一张画作。如此仔细，注重细节的大师，即使画技甚是精湛，也一步步从细

节，从小事做起。这种虚怀若谷的气度，真的令人敬佩。 我想，参观艺术馆的意义对于我

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去学习大师的气度，而是感受大师的情怀。而这，才是精髓。                                   

DAY 10 Monday 
     这是三天长假的最后一天，我决定去海边玩耍。虽然在国内也曾去过海边玩耍，但是

这次体验完全跟国内大有不同。国内海边只是大家游泳的地方，而国外的海边却不仅仅可以

游泳，还可以冲浪，可以玩水上摩托，可以划小船，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

世界，全新的体验。 
海滩上可以有海鸟在海滩上漫步，又有人们在沙滩上面晒沙滩

浴，各种各样的花样简直数不胜数。遇上一家人在捉螃蟹，真是令

人惊讶，从未见过在海里捉螃蟹的。当我们凑近去问如何抓螃蟹的

时候，他们热情地跟我讲着捉螃

蟹的经过，仅凭着一张渔网，一

些蚯蚓，还有一些鱼叉，就抓住

了近十只螃蟹。这些古老的办法，

居然还有人在沿用，并且一直好

用。对于我们这种长期生活在内

陆的学生来说，这简直是一件

新奇的事儿呀。 
海水真的是清澈见底，双

脚踩在清凉的海里，而且脚底

下的沙子松软无比，那真是惬

意极了。那水干净的能看得见

水底的沙石，让人有一种甘泉

水的错觉。 
泡在水里的时候，时不时有浪花打过来，那种随着海浪起起



伏伏的感觉就是小时候坐在摇摇车上一样轻松自由又有趣。 
也不得不佩服外国人的胆量，他们会在海上进行这各种各样的 娱乐活动。在沙滩上晒

沙滩浴的，大家可以理解，但是若是在海上晒日光浴，那就稀罕了。骑摩托本是常事，但是

在海上骑摩托却是很稀奇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令人感受到兴奋的事情。当我看见那些女

士拿着滑板冲向海边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澎湃的。女人的胆量一点也不比男人差，她们站

在滑板上，在海中飘荡，就像一位正在眺望远方的天际线的水手。 

DAY 12 Wednesday 
对于游览野生动物园，我已是期待已久了。在中国的

大多数动物园里面，几乎没有袋鼠和澳洲鸵鸟。连考拉也

是只听说过，但却从未亲眼见过。但是这次游历，令人大

开眼界。 
一直以为袋鼠是体型略

大的动物，可有一成年男子之

高。但是当我亲眼见到真正的

袋鼠的时候，发现袋鼠真是一

种温柔的动物。野生动物园里

面，在袋鼠的区域是没有围栏

的，因此我们可以更近地跟袋

鼠接触。当我们用手触摸他们

松软的皮毛的时候，看着他们

水汪汪的大眼睛，我感觉这种

动物是真的可爱灵动。当我们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

展现一种紧张戒备的姿势，反而会熟稔地跳过来，像个孩子一般讨要吃食，简直跟过年时候

讨要红包的孩子一模一样。 
成群成群的袋鼠依偎在一起，有的躺在草坪上，有的三两一堆，似乎在窃窃私语。整个

画面格外的和谐，真的无法想象一个野生动物园竟然可以让人与自然如此的和谐相处。我想

再也没有比动物园更好的地方去教会天真的孩子如何去爱护动物、感恩自然了。 

DAY 13 Thursday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告别晚会，这次晚会的规模比以往的都要盛大，因为这次实在大型

酒店举行的。在宴会开始之前，有致辞发言的环节。发言结束之后，才开始用餐。 
这种正式的宴会完全与中国的宴会完全不同。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正餐和饭后甜点，

每个人只能享用自己的食物。每个人的食物都是一样的，因此大家在享用完自己的晚餐之后，

会聚在一起谈论食物是否美味，谈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好不惬意。 



在这种宴会上面，都会有很讲究的用餐礼仪。他们在吃饭的时候，是不会边嚼食物边说

话，也不会在使用道具切割牛肉的时候，发出不文雅的声音。有的人会在吃饭之前，进行祈

祷，会感恩上帝赠与的食物。那种虔诚的祷告，可能我们很难理解，对于自己辛苦劳动换来

的食物，却认为是上帝的恩赐。我想，这种虔诚的祷告，也蕴含了澳洲人对于生活的一种态

度。 
作为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因此大家都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大家一起分享自己对未来的憧

憬。跟着老师和寄宿家庭聊聊天，一片其乐融融。面对面聊聊天，变成了很舒服的一件事。 
 

DAY 14 Friday 
    今天课后，我们一行人一起前往了南澳洲最大的博

物馆。在这里，我亲眼见到了传说中的木乃伊，那个展

览木乃伊的展览室，真的有点阴森森的，实在是让人有

点毛骨悚然。简单的看了看那些简介，这才对木乃伊有

了实质性的认识，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虽然对木乃

伊有点恐惧，但是由于对木乃伊的好奇，我还是大胆进

去看了看，见识了不同身份的木乃伊。 
这个博物馆里面也有非常珍稀的化石。透过这些色

彩斑斓的化石，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几千甚至几万年前的

海洋生物或者陆地生物，似是软体动物，也像是甲壳动

物。一块化石就像一片海洋的一角，展现了一小片海洋里面世界。 
另外还有一些色彩斑驳的晶体矿石，有些像毛绒绒的雪球，有些像

布满银针的刺猬，有些石头还泛着荧光。而左边一块矿石图，是我最喜

爱的一块矿石，毛绒绒的一团，粉嫩粉嫩的，简直就像一个柔软的布偶，

而非一块石头。从未想过石头也可以如此可爱动人，看的让人心里一片

柔软，忍不住想伸手去触摸。 
那些有着晶莹剔透的针状的石头，棱角鲜明，那简直就是天然形成、

无需人工切割的钻石，惊艳了众人。 
 

这次跨国之旅让我收获最多的不是自己的英语水平又提高了多少，重要的是这次经历，

这些美好的记忆。这远远比那些所谓的英语分数更有意义。这一次关于文化的认知，是通过

体验和自己的感受来深入了解学习的，这种亲身的经历会让生命更有价值。这些回忆，也会

伴随着生命的进程而历久弥新，变成生命里不可多得的财富。 



The End 



难忘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澳大利亚的旅行到此也告一段落了。短短两周的时间发生了很多的

故事，思考了很多事情，也明白了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 

  这次澳洲的路程包含了很多了我的人生第一次。第一次坐上长达

10 小时的飞机，第一次在一天内经历两个季节的交替，也是第一次

能够深入地和 native speaker 进行深入的交流。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在

英语方面做的很不够的一个人，但是住宿家庭的 Tony 给了我很大的

鼓励，他说“Your English is good!”澳洲的本地人真的是很擅长聊天

的人，每一天的饭桌上几乎都会与你闲聊，我可以在这里表达我自己

的观点和想法。而且本着学习英语的目的，住宿家庭也是深入贯彻落

实帮助我们学习英语的原则，在吃饭的时候也会询问我关于我在课堂

上学习到的知识，有时候男女主人之间会就我学习的知识进行讨论和

辩论。还记得有一次我说课堂上讲到了关于澳洲移民的知识，并且通

过回忆讲出了一些具体数字，还有一次就是关于昆虫将会进入人们的

餐桌，并且将会被广泛接受，他们就其中的内容进行了讨论。还有一

次是关于”think”的发音，由于我在这个单词的发音上存在一定困难，

他们就”th”在英国的发音和德国的发音进行了讨论，我也是学到了

一些关于语言演变的知识和现言的发音规则，由于有一个韩国舍友的

原因，我也学会了几句韩语，还和韩国舍友交换了 Email，约定了以

后去对方国家游玩的时候可以发邮件联系。还记得来这个家庭的第一

天，就是一个 party，有男女主人的朋友来玩，我也非常惊喜地发现，



里面有一个教授曾在北科待过 5 年，学习研究人工智能。在对话中，

我也了解了一些知识，记忆犹新的一个单词”robotic”。热爱自然的

女主人，教会了我”grass tree””emu””Australia magpie”等等动植

物的单词，还纠正了我”Nuggets”（在麦当劳点餐时学会的单词，释

义为鸡块）的读音，在麦当劳的包装上学会了一个形容鸡块的方式”

tender and juicy”，发现”ketchup”上的”made in China”。由于今年

学习了专业英语的原因，我和男主人就澳洲的水能直接饮用的事情进

行讨论，猜想可能是由于水管制造时的区别，男主人说当地的水管一

般是外面用水泥，内部使用铁。在学习知识上，两周的时间真的可以

说是很好地利用了。 

  在这里我也感受到了和原来不一样的生活，在第一个周末住家带我

去了海边，Victoria’s harbour，坐在礁石上吹着海风，海浪拍打着礁

石，或许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宁静过。在沙滩上，踩着沙子，看着海鸥

飞过。也是在这一天，住家带我去了当地的人造湖，因为我有一次跟

他们提过我在飞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湖，他们猜测应该就是

这个湖，就带我去看了。第二周的周末大团队都回去了，由于行程原

因，我在这里多留了一天，在这多留的一天，住家带我去了 Monarto 

Zoo，看到了很多濒临灭绝的非洲物种。在这里有随意行走的澳洲大

鸵鸟，他在我们边上走来走去的，我总是担心他抢走我手里的午饭，

大概也是人生第一次在这么大的鸟边上吃午餐吧。学校组织的

Cleland Wild animal park 也算是看到了袋鼠和考拉。住家的后面山上

也总是跑来鹦鹉和澳洲特有动物，听说有时候还会有考拉。这里的动



物都不怕人，多次在麦当劳里看见灰色的鸽子。女主人也说蜘蛛也是

他们的朋友，如果有蜘蛛进屋子不会杀死他们，而是用杯子把它丢掉

室外。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在这里乘公交车，司机可能会跟你打招

呼”Good morning!”，在下车的时候 local 基本会说一句”Thank you”

或者挥一挥手，这样一天的心情都会很好啊。在学校组织的”Bush 

Dance”也玩得很开心，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换舞伴的时候会问一句”

Are you Chinese or Korean?”听到的回答是”Chinese”。纯英文的环

境让我们总是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情，当时别的项目的女生一直问我

乘车的事情，后来一直说的是英文，然后有人提醒“你们哪个不是中

国人”。在这里也看到了”Australia’s Day”的游行，也是人生中第一

次看游行。澳洲是真的，这里很空，人很少，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文化，

能够接受不同的文化。 

  在这里，我也和住家讨论了人的想法的复杂程度，想着或许各个国

家虽然有文化差异，但是人性大抵都是相同的吧。有些事情我这个二

十岁的人想不明白，住家六十四岁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有的事情大概

是没有答案的吧。生活总是要努力地活得更精彩。学习固然重要，可

是在学习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生活。在这里，什么都不需要的思考的

时候，大概谈起我的专业还是能让我精神百倍，我想我还是喜欢它的

吧。有些事情，这样看来也很明白了。 

  在结束这个旅程后，我也发了一些春节的大餐图给住家。住家也还

记得我要参加雅思考试的事情，后来鼓励我的雅思考试。虽然我觉得

考的还是很糟糕的，但是真的很开心受到鼓励。 



  我想，无论何时，遇见都是幸运。遇见人，遇见事，遇见明天。 



TRAVEL NOTES OF A SHORT TERM STUDY IN AUSTRALIA 

ADELAIDE 

---------------------IN MEMORY OF THE PRECIOUSE TIME 

1.ABSTRACT 

This short term study is designed for learning English and 

experiencing Australia culture. My purpose for writing this article is 

not just for recording the precious memories . I also want to 

express my thankfulness to all the people I met during the trip in 

Adelaide ,especially my teacher Rachel ,my home stay 

family(Craig , Cathy and Abbey), the leader of the team Mr.Yang, 

the work fellows in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nd my classmates. 

Thanks for their hard working , we hade a uniquely unforgettable 

summer in Adelaide. Moreover, I hope this article can be useful to 

the future students who want to take part in this meaningful and 

memorable short term study. In respect to my teacher Rachel’s 

arduous teaching, I decide to use English for my travel notes. 

2.A TOTALLY TOUR GUIDE FOR FUTURE STUDENTS 



 



 

2.1.an overview of the 1st day’s orientation activitie 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campus 

In the first day, we were supposed to meet each other at the 

ground floor of 115 Grenfell Street in which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is located. And after that, a teacher in ELC will lead us to 

the lecture room in the Napier building (with a sign written Law 

school) . 

So the first meeting for all the students from China was in the 

lecture room in the Napier building, our ISP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small classes with about 13 members each group and after 

that a Chinese lecturer invited by the ELC gave a brilliant speech 

about cul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to all the 

Chinese members joined by other students from diverse colleg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fter the lecture, a very friendly young man working for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led us walking through the campus and 

gave an orientation to help us getting used to the environment 

here .Next I want to mainly introduce a building that you may 

spend most of your spare time.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ampus 

stands a large modern architecture. Most students do the self 

learning ,social talks and enjoy their meals in this building which is 

called Hub Central. It has enough spaces for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and you can even find a math learning centre inside the building. 

But do remember don’t speak too loud or disturb other students 

here. In the north of the Hub Central locates a gorgeous library 

and don’t make any noise in the library even in the vacation time. 

The Hughes building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Hub Central. A 

Confucius school is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Hughes building and 

there’s a piano in the lecture room inside the building.  

If you look at the map of the whole North Terrace Campus, you 

can easily figure out the usages of some buildings with obvious 

names like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and “Physics” .Barring these, 

you can also find most of the buildings have uniquely strange 

names.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graduate center is on the 2nd floor of 

the Schulz building, the 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is in the 

Ingkarni Wardli building, the Hartley building is used for elder 



music study,  and the Madley building is used by the students 

who’s major is jazz. You can find more according to your major 

and interests by yourselves. After the visit of the campus, we went 

back to the same lecture room this morning and finished the 

rudimentary steps of enrollment. Meanwhile , the work fellows in 

ELC gave us some practical tactics about how to fully enjoy our 

trip he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intaining safety.  

There’s an important thing that I should highlighted. Your students’ 

email add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can be kept for a while 

(about 3 months) after validation. If you want to apply for a post-

graduate degree during the period, you can harness the email 

address to get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college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2.2.How to get your ID card and metro card in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Firstly, go to the Hub Central ,find the area painted blue under the 

words “Ask Adelaide”. Then register your student ID using the 

computer there. After that ,follow the blue signal with arrow ,you’ll 

find a room for taking photos and it won’t be long before you get 

your ID card . All these procedures for getting your ID card just 

takes less than 5 minutes except the time waiting in a line ,it’s 

impartially to say the students service staff are working very 

efficiently here. After getting your ID card, you can go to the 

souvenir shop next to the entrance of the Hub Central to get a 

student’s metro card, which means a considerable discount. You 

can choose either a recharging card or an unlimited card for 



several weeks with more discounts. It depends on your daily costs 

for taking a bus. A full price bus ticket charges 5.5 Australian 

dollars which is very expensive and it can be used just for 2 hours. 

These two cards will be a crucial part in your daily life and it is 

very convenient that you can get them within 15 minutes without 

leaving the 

building. 

2.3.Four 

main places 

for lessons 

and activities 

A. The 

Engineering 

North 

Building  

Walking into the campus from Gate 22 and go straight along 

the road. When you have just passed the Hub Central and the 

Engineering South Building, the Engineering North Building will 

be on your right hand. Most of the courses will be held in the 

2nd floor of this building. And take care of the signals for which 

floor you are ,cause the 2nd floor doesn’t mean you can reach 

there after climbing 2 layers. 

B. The Ligertwood Building 

This building is built on the southern east corner of the 

campus .Walk into the campus through the Gate 22 ,it’s located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underground. One or two courses will 

be held in this building and the last day’s Certifications 

Presentation will be held here after the last course . In addition, 

you are supposed to bring some food with you for the last 

day’s graduation party. 

C. The 115 Grenfell Street 

This skyscraper is located directly opposite to the Adelaide 

arcade ,which leads directly to the Rundle mall .We are 

supposed to aggregat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is building on 

the first day morning and the noon before we go to the wildlife 

park. Besides, one or two lessons will be held on the 11th floor 

in this building, especially in the days under a super high 

temperature. The modern building has the best air conditioner 

among all these architectures , so it’s very cozy to study in the 

building. 

D. Nexus 10 Precinct ,Hub and Tower 

The building is adjacent to both the North Terrace street and 

the Pulteney street and i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se two 

streets .More clearly , it is located directly opposite to the gate 

22 of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 So you’ll get to the building 

just across the North Terrace street from the gate 22. The last 

enrollment session on the 3rd day will be held in the Nexus 

Computer Suite , which is on the 2nd floor of this building. 

What’s more, you can do the self study on the ground floor or 

the undergrounds of this building. And I have a good news for 

piano players , you can find a well maintained piano with 



85keys donated by a local piano manufactory just when you 

walk into the entrance, the pitch and feel of the piano is pretty 

good.  Don’t be concerned about making some noise on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building, it’s designed for that. 

 

2.4 Some tips for senior students and postgraduates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is one of the top eight universities in 

Australia and it’s famous for its researching projects. If you want 

to fi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stgraduate study including 

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or ask some questions about your major,  

you can go to the Schulz building level 2 where the graduate 

center is located. Or you can send an email to this email 

address : graduate.centre@adelaide.edu.cn  for more help . They 

surely will answer back and give you a satisfactory answer cause I 

have already tried it. 

mailto:graduate.centre@adelaide.edu.cn�


Either you want to apply for a master’s degree or a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there would be more than one round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adline of each round 

3.ABOUT MY TEACHER RACHEL, ALL THE COURSES AND THE 

ACTIVITIES 



 

Firstly, I must emphasize that Rachel is the best English teacher 

I’ve ever met. She’s always very patient and serious with our 

questions even if some of which are not about learning English.  

Rachel accurately pointed out my weakness parts in English, which 

are some special pronunciations like |e| and |th|, and the 

grammars in my English writing and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for 

me to improve these parts below the marks. Except for that, 

Rachel showed us what are the proper behaviors of a kindly and 

responsible teacher. She’s a good standard for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and she inspired us of a good manner for treating other 

people friendly. I am sure that my experience of meeting Rachel 

will become a precious treasure for my whole life. 

Secondly, I want to emphasize two main extraordinary harvests I 

received after all the courses in Australia, which are the 

importance of punctuality and cooperation. People here are very 



strict with the deadlines of the work. Take students’ homework for 

example, the professors won’t accept a homework if it was handed 

in just a few minutes later. Remember to be strict about the time 

points and never delay your personal works. As for the team-work 

spirit,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team oral presentation in class for 

example, professors won’t permit a team presentation with only 

one member speaking. The performance of every student in the 

group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judgments for final scores. That 

means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 students in your team will 

influence your score , the professors won’t just take your own 

performance into the consideration. So remember to be cooperate 

and try to work with your teammates. 

Next I will illustrate my experience for courses and activities in 

details ,barring the first day which is arranged for getting familiar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Australia Day’s break on Monday, for 

January 26th was a Saturday, There are 8 main courses and 3 

collective activites in total. Although the first day’s class time is 

very limited, we also finished  a brief research about the Rundal 

mall. Next I will begin with the  second day’s course and illustrate 

the contents of the courses and activities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then summarize these experience in the end. 

1) The 1st week 

i. The 2nd day: the course in the 2nd day was started by saying 

“how are you” with a local accent and after that, we did a 

listening practice about a city description. Besides, our 

teacher taught us grammars of future tense which is very 



utility.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we did a brief writing 

section about our plan about next 2 weeks using future 

tense. The homework for the 2nd day is some practice about 

using relative clauses. 

ii. The 3rd day: The course in the 3rd day was star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the migrants in Australia and then we did a 

survey in the migrants’ museum. The other half of the 

course was mainly about practicing spoken English 

surrounding some given topics and we did a test by joining 

a dialogue surrounding teaching. In the night of the 3rd day, 

we joined the bush dance activity . 

iii. The 4th day: The course in the 4th day was about the 

reading and listening of a material talks about the cities and 

different parts in Australia. 

iv. The 5th day: The course in the 5th day is started with the 

introductions of some websites for learning English and 

after that a listening test of a TED speech. The other half 

was mainly about a survey in the central market. 

2) The 2nd week 

i. The 9th day: Due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most of the 

students began to feel exhausted after 3 days of outdoor 

playing, the teachers didn’t give us homework in the 2nd 

week. The course in the 9th day was mainly about a survey 

of the drinking habits (different groups with different topics) 



and a team work oral presentation. Tips: finish the work by 

cooperation, do not try to occupy too much time yourself. 

ii. The 10th day: The course in the 10th day was mainly about a 

writing test and we went to the wildlife park in the 

afternoon. 

iii. The 11th day: The course in the 11th day was about the 

original people in Australia and we went to the museum 

about the original people. 

iv. The 12th day: The last day’s course was about making a 

presentation to advertise Australia. 

At the last day when we were saying goodbye to each other, 

Rachel gave each of us a commemorative coin and a memorial 

photo of our class. 

 

4.ABOUT MY HOST FAMILY 



 

The short term English and culture study of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is famous for the friendly home stay families. I suggest 

that you would better not spend too much time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and try to spend more time talking English with your host 

family. It’s a good chance for you not only to study the original 

English but also to learn the local customs and how to behave 

good manners.  

There are five tips for the future students: 1st:Try your best to 

save water even if they don’t ask you to do that; 2nd:Just call their 

name directly and don’t add Mr. or Mrs. before the name; 3rd:Try 

your best to use English and don’t use other languages during the 

period; 4th:Help your home stay family with homework 

positively;5th:make more communications and when you need 

their help just tell them. 



There’s also 

one thing that I 

should confess. 

The host 

families can be 

very different 

between each 

other. They 

have different 

jobs ,ages ,livin

g conditions, 

hobbies and 

they even co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But 

when they earn the certifications to be a home stay family, they’ve 

already equipped with the qualifications to represent the Australian 

cultures and will be happy to spend some time practicing English 

with you. 

I will use my personal case for example. My home stay family has 

three people which are the father Craig who is a native Australian, 

his kindly fiancée Cathy whose father is from Italia and his 

adorable little daughter Abbey, and a lovely snow-white little dog 

Freddie. Craig and Abbey picked me up at the airport and when 

we get back home Cathy already prepared a delicious traditional 

dinner for me. During the dinner I understood that Craig and 

Cathy work very hard for their kids and they live a very regular life. 



They will get up at half past six and leave home before half past 

seven. They get back home at 6pm every work day and 

sometimes Craig have to work on Saturday. They can talk with me 

before 9pm which is exactly the dinner and TV time and need to 

take a rest after that. Luckily, I have enough space in my own 

room and they prepare a cozy bed for me. The more fortunately 

things are that I can do the shower without a strict water usage 

limitation and their big house is equipped with a powerful air 

conditioner. 

Here I want to point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ustralian 

foods and ours. In most of the cases, they don’t spend much time 

cooking. They eat roasted breads or cereals with fruits for 

breakfasts, bring some cooked meats with cheese and vegetables 

or just sandwiches for a quick lunch. As for the dinner, they 

always have time to cook a more fanny meal, which includes 

spaghetti, Indian appétit, roasted chicken or barbeque meats with 

salad or fried Chinese dumpling etc. Actually, I am already used to 

the eating habits and pretty appreciate this time-efficiency life 

style. As for drinks, the most popular three kinds are tea coffee 

and milk. What’s more, they seldom drink alcohol which is very 

essential for a healthy living. 

I made my time table according to their schedule and showed my 

independency which earns me a lot of praises from Craig and 

Cathy .About independency, I mean I should clean my bedroom, 

do the laundry, sometimes cook the meals myself and I always try 

not to bother them with my personal staffs. According to the well 

planed time table, I can make more communications in condition 



that I will not bother their normal life. Thanks to their regular 

schedule, I cultivated myself a more routinely healthy life style 

during the trip. Besides, I learned a lot from our daily talk. My host 

family taught me some pure Australian expressions in a valid way. 

Most of the times we talked about ou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made me think more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about my past and 

how to arrange more future. All in all, I really want to thank my 

host family for their kindness and company. 

5.ABOUT THE FRIENDLY GORGEOUS CITY ADELAIDE 

 



 

The city is gorgeous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the people here are 

living friendly to each other. Most of the passengers will say Hi to 

the bus driver ,which is also a good manner for us to learn. 

Fortunately ,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parade, celebration 

concert and the firework show in Australia day January 26th with 



my classmates.

 



 All the people in Adelaide filled in every streets and each corners 

in CBD and especially in Elder park, which is a scenery that you 

can never see in normal days. The carnival went on with orders, 

every person took the chance to show their pride for living in a 

beautiful country. 

 



Here, I want to mention a journey of self driving in Adelaide. But 

at first, if you are not qualified enough for driving, I don’t 

recommend you to rent a car in Adelaide. I have already driven 

safely for 4 years in Beijing and I did a lot of homework about 

driving in Australia which makes me well prepared for all the 

prerequisites in advance. To be honest, it is much cheaper for 

renting a car in Australia and much safer cause few cars on the 

roads. No wonder there will be no traffic jam in Adelaide. Driving  

on the tranquil country rods will surely left you a deep impression 

for the scenic beauty here. 



 



 

Finally, I would suggest some local bands, such as the Jurlique 

cosmetics and the Penfolds wine which can be good gifts with a 

lower price than in our homeland. Thanks to the unpolluted 

environment of Adelaide ,the Jurlique company can produce these 

fabulous cosmetics made by roses. 



 

 

阿德莱德之旅有感 

寄宿家庭 

吸引绝大部分同学参加这个项目的原因，就是可以入住寄宿家庭感受异国的

风土人情，在两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与寄宿家庭的相处是了解当地生活方式的

最靠谱的形式。我的寄宿家庭只有 Teresa 奶奶和她的猫。 

 

刚下飞机的时候，奶奶带着她的孙女一块去接我，奶奶非常热情，她已经

71 岁了，但是还能开车接我回家，让我非常惊讶。大概像所有奶奶那样，老人

都喜欢给孩子准备丰富的三餐，早餐我通常是自己准备吃的，是玉米片和牛奶，

午餐则生，奶奶每天起早为我准备的丰盛午餐，有的水果，酸奶三明治等等，每

天都有着不同的菜单，晚餐我会去参加她们的家庭聚会，奶奶是意大利人，所以

我基本上吃的都是意大利餐。 

她已经 71 岁了，但是她说她并不在打算找老伴，她一个人住在巨大的家中，

但是并不害怕这里只有她的猫陪伴着她，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打理家务然后去



 

 

上班。她说工作是为了养活自己，也是为了养活家庭，年轻的时候努力工作是为

了养活家人，年纪大了之后，她觉得工作可以锻炼大脑，是不让大脑退化的一种

好方式，所以尽管她已经 71 岁了，但她仍然每天都十点上班，四点钟下班时而

还有一些加班。虽然她年纪很大了，但是她仍然做到了公司 manager 的位置，同

时还是当地一个老年组织的主要工作者。因为是女性，因为是移民，在这个组织

中做出了一定贡献，获得了阿德莱德当地政府授予的奖章。 

奶奶是个非常独立的人，她非常喜欢跟我聊天，从她身上我学到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做一个成年人，你要独立，你要学会照顾自己，不能当一个 Bigbaby，

刚到寄宿家庭，可能和她有一些不适应，在与她的沟通中，因为不了解当地人的

生活习惯，让她觉得有一点 upset。但是在交流中，奶奶更愿意让我自己做出决

定，每天喜欢吃什么，假期有什么安排都自己决定，自己做，她不会去干扰我们

的生活，但是她年纪很大了，所以鼓励我出去与这座城市有所交流，但是要一定

和小伙伴一块去。 

 

城市环境 

阿德莱德的是一个很美的城市，初见她的时候觉得她像一个小村庄，没有高

楼大厦，没有极其拥挤的人群，交通便利路上只有行车，除了市中心外的地区，

在中国只有大城市的郊区才能见到这样的现象。看上去有些落后了，她却隐含着

繁华和发达，那里有着大大小小各样的购物中心来自全世界的商品汇聚一起，在

购物中心也好中心市场也好，不用担心买不到来自家乡的特产。没有了纷纷扰扰

的人群，走在街上可以静静的观赏这一座城市，品尝当地最著名的黑氏巧克力，

坐在干净的道路座椅上，看着街头艺人的演出，欣赏上大街上的特色雕塑，喂喂

不怕人的小鸽子。对我而言，这又是阿德最神奇的地方，她既繁华，又宁静，自

然而然的生活节奏，适应着人们的生活。 

阿德莱德没有遍地的摩登大楼，大多数人都选择住在市中心以外的 horse

里面，寄宿家庭的奶奶告诉我说这里所有的人都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院庭和

停车位，而且大多数人的房子都是一层最高不过两层。普遍的生活模式就是正常

上下班，没有忙碌的加班后，大家都选择回到家里，种树养花陪伴家人，这样安



 

 

逸的生活模式，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发达国家为什么叫发达，不是因为她

们的城市有多繁华，而且她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去选择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每个

人所付出的劳动都是有价值的，生活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不需要向发展中国家那样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劳动力受到打压，为了赚钱养

家生活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时间。 

来澳大利亚不看袋鼠和考拉是最遗憾的，这里的动物们都是自由生长在保护

区中的，袋鼠甚至比人还的好斗，澳洲有两千多万人口袋鼠却有八千多万，在这

里袋鼠肉是可以出售并在市场购买的。自然的滋养让小动物们秉持天性自由生长。 

 



 

 

 
阿德莱德最吸引我的是她长长的海岸线，因为海岸线非常的长，所以这里有

非常多不同的海滩，可供市民免费欣赏游玩，而且这里不会像国内旅游景点一样

容易被坑，所有的商家都是理性收费，大可放心游玩，而且交通十分便利，市区

的小火车可直达格林内尔海滩，干净的水域就像中国的私人海滩一样。环境好人

也少，大概是人少的原因，这里的海鸥都不怕人，人与海鸥是共享这片海滩的，

当然也不要去刻意去逗海鸥。 



 

 

 

 

最让我难忘的是住家的奶奶在晚饭后带去看我日落，那是我第一次人生中第

一次看日落，坐在海边的咖啡厅，吃着当地优质奶源做的冰淇淋，欣赏着八点钟

才开始的日落，这样的生活让我感到十分的放松，看着太阳一点点的消失在海平

面，世界也从白变到了暗，晚练的居民，宁静的海滩，没有纷纷扰扰，只有拍打

着海滩的浪花，和刮起海浪的海风。 



 

 

 

 
 

去时刚好遇上了澳大利亚的国庆日，和小伙伴一起去看游行表演、体验绿地

野餐、看免费演唱会、观赏庆祝烟火秀。这里不会有人挤人、保安工作非常到位

也是极其不同的庆祝模式。 



 

 

 

 

阿德莱德大学 

在阿德莱德短暂的两周学习里，我遇到了来自国内不同学校的小伙伴们，以

及非常友好的 Rachel 老师。初入阿德莱德大学就感受的到了中澳大学的差异，



 

 

整个校园是分散的没有围墙的门卫，多了一份开放和自由的风气。因为上课教室

经常有变动，找教室时经常走错路，刚开始的几天总要早起，避免走错路而找不

到教室而迟到，但是幸好利用手机地图，自己也没有迟到，找到了教室。在澳洲

的学习中老师非常喜欢跟我们交流，因为只有交流才能提高我们的英语能力，甚

至立下了一个规矩谁要是不在课堂上说英文就要支付给老师 1 dollar 来刺激大家

说英语。而我们更多的学习不止在教室，我们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出去，在阿德

莱德的主要街道、博物馆、中心市场等参观学习，并完成学习任务。组里的小伙

伴总是要克制住自己购物的欲望而去完成我们的采访调查，以及答卷。 

 

相反于中国刻板的课堂教学，我们对于这样的开放式教学，感到非常的新奇，

这样的学习方式让我们必须主动投入并完成小组任务，通过分工合作有效的模式，

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我们自己的固定任务，其次在这次的学习中小组学习是主要的

一个内容，我们通过在规定的时间内采访绘制图表，并向大家展示成果中，我们

在五分钟时间内讲说我们的图表内容以及我们的研究结果，第一次演讲是因为我

们的时间控制不好演讲效果不理想，但是第二次我们有经验后控制住时间，每个

人合理分配时间分配任务分配内容，完成了我们的演讲内容，这样的学习经历能

让我在以后的小组工作中能够更加合理有效的安排。 



 

 

 

 

 

去时觉得两周短，回来的时候觉得更想呆久一点再久一点，去了解澳洲这个

新国家和这个有故事的南澳首府。 

再见阿德莱德，你好澳大利亚，希望下次跟你相见的时候会是更优秀的自己。 

 



阿德莱德游学散记 

初到阿德莱德，或许会被南澳的异国风情所吸引，但是前几天的激情过后，

随着内心逐渐沉淀下来，我才慢慢感受到，街头巷尾里氤氲的文化气息才是游学

十四日最动人心魂的弦音。 

寄宿生活和情感品味 

我的寄宿处在静谧的小湖边，夜里湖水伴着月光泛起涟漪，我每日回家总愿

在这里流连。沿湖前行，走过木桥，在几棵棕榈树背后的一栋别墅就到了目的地。

我的寄宿家庭 Linda 很和蔼的，胖而矮，走起路来像一只踮着脚的企鹅，她的口

音带着一丝沙哑，像风吹过砂砾的声音。在来前我们已经有过几番通信，她告诉

我的家里养着的凶猛的猫，然而到家一看不仅不可恶，反而温柔可爱，蜷曲着尾

巴，总是 温顺地躺在Linda的床上。她的朋友Berry是一个粗壮而憨厚的退伍兵，

机场里是他开着车来接我的，他开的玩笑并不好笑，但总能凭借着夸张的动作博

得听者一笑。他们俩在我的寄宿生活中是主角。 

最初时的交流几乎是困难的，我在脑海里苦苦搜寻英语辞藻，努力连缀起各

个词语，有时甚至需要借助翻译软件，我有时担心 Linda 会不会被我的唐突的语

句惹恼。然而 Linda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仔细地倾听着；当她需要将寄宿

的注意事项告知我时，她会放慢语速，直到将每一件琐碎的小事都向我解释清楚

为止，比如坐哪辆列车上学、要去哪办学生卡等等。受益于此，我从未错过任何

一趟班车。挣扎期过后，我的英语慢慢上了路，沟通也就方便不少。在阿德莱德，

我能流利地用英语与人交谈，得益于 Linda 的帮助。 

Linda 的厨艺极佳，第一天晚上的番茄炒蛋就满足了我的味蕾，以后的每一

天都变着花样给我做菜，有时还会教我一两道菜。早起后她会把我的午饭塞进袋

子，放在餐桌上，其间有肉卷、巧克力棒和饼干这些主食，也有小番茄、猕猴桃

等水果，肉卷是她亲手做的，精致而美味。 

Linda 许诺要带我游遍全城：我们抵达过 Mount Lofty 的山顶，那时正值深

夜，星辰高悬，巨大的灯塔投射出白晶晶的光，俯瞰灯光下的阿德莱德，就像一

绺璀璨的珠宝，系在绿地、山峦和海洋之中，Linda 热情地将学校的位置指给我

看，她的卷发在黑夜中闪亮；我们在树杈上寻访到贪吃的考拉母子，Linda 伸出

手臂把考拉指给我看；我们一起游览野生动物园，Berry 向我示范喂骆驼，而当



我尝试时却被骆驼舔了一手的口水，狼狈地甩掉了大半的干粮；我们在沙滩里吃

烤鱼，不料风沙大作，垫着的毛毯被海风掀起，我和 Linda 只好逃到沙丘背风面，

一边裹着毯子抵抗寒风，一边品尝着鱼肉⋯⋯ 

在纸笔间领略人文的魅力 

在阿德莱德的课程中我收获到一份新的学习体验，这不仅仅局限于教室的一

亩三分地，而是将学习的场地扩展到整个城市、将学习的内容延伸到游学生活的

方方面面。课堂上，教师传授的知识不仅包含英语语法、词汇、写作和听力技巧，

也涉及澳大利亚历史、人口、政治等等方面的内容，这是一场风味十足的文化之

旅。 

如果单单只是“学”这些却也不能激起学生的兴趣，然而阿德莱德大学还有

新招——实地考察和采访调查。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实地考察是关于雕塑的，我们组拿到一张关于

rundlemall 街道雕塑的问卷。由于问卷考查到雕塑的历史缘起，大家或是忙不

迭地打开手机搜索资料，或是在雕塑旁边的石刻上搜寻蛛丝马迹。一时间，趴在

商店玻璃上奋笔疾书的，按着手机苦苦搜寻的，围在碑刻前面咀嚼英文的，构成

一幅别致的画面。我们从青绿色喷泉的四个狮子头喷水口开始找起，寻访到四只

形态各异的铜猪，仰视过架在商店表面的巨型人像，并最终在路口的巧克力店完

美地画上了句号。有不少同学为雕塑之美感染，情不自禁地在雕塑前拍照留念。 

此外还包括有关于当地餐厅、移民馆和博物馆的问卷。在一轮轮的搜寻中，

我们徜徉在晌午的阳光下，在颠簸的大斜坡中拾级而上，经过悬挂着琳琅满目的

商品的小店，在街巷尽头的小酒馆里驻足询问；我们摆弄过博物馆里的物什，浏

览过展示柜里陈列的文物，靠着玻璃奋笔疾书做下笔记，甚至费力寻觅一个两千

年前的木乃伊、找一条两层楼长的大墨鱼⋯⋯ 

这样的学习经历对我而言是崭新的，它在我的脑海里灌入了新的思想，即书

本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经院式崇拜书本的学习方式比如死记硬背不是最佳的学

习方式，知识来自生活，只有在生活中学习、融入不同的文化、见识宽广的天地，

这种学习才是最有效的。 

而调查采访则给了我最大的感触。我们组的课题是阿德莱德人的饮食习惯，

穿行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我们努力寻找着采访对象，迟迟不敢发问，担心被对



方拒绝，也担心无法用英语与对方交流。我鼓起勇气，找到了一位白发的老人家

提问，老人认真而友好，转过头同我聊起了他的一日三餐。后来我们并没有遇到

什么挫折，就完成了资料搜集——这让我明白，只要敢于开口，对方就会乐意回

答你。 

更具挑战性的是制作图表、进行汇报的环节，我们组的分工合作并不那么顺

利，并在时间把控上犯了错误，以至于最后只画了一部分。当其它组都圆满完成

汇报时，我们惭愧地红着脸、低下头，不知道该如何收拾残残局，然而当看到老

师脸上绽放的笑容时，我们似乎又恢复了自信，努力将调查内容介绍给大家，最

终博得了所有人的掌声。 

在课外活动中放飞自我 

听闻要参加晚会、还要跳舞是在前一天傍晚，Linda 谈到 bushdance 的时候

带给我的是一阵惊愕。跳舞吗，这真是天方夜谭！对于一个整日沉浸在题海的学

生而言，作为社交技能之一的跳舞从来就是一个陌生词汇。我想象着电影镜头中

的牵手、扭腰和脚步，那种高难度的东西是我们能学会的吗，想到这里顿时感受

到些许压力。但 Linda 很快扑灭了我心中的疑虑之火，她说，这个丛林舞蹈步法

都是最简单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并祝愿我能够享受这一时光。 

那天晚会，学生们都聚集在舞台前，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等待着舞蹈老师

的发号施令。那时才知道这个舞蹈的动作并没有那么复杂，顶多就是迈步和绕圈

和拍掌，一上手就能学会。我怀着高昂的兴致投入到舞蹈之中，看到旁边 Linda

正端着手机朝我拍照，我冲她自信地微笑，她随即摆出一个大拇指。 

丛林舞蹈的第二个环节是随机搭配舞伴的，据 Linda 说，一旦没有舞伴不要

站住，而要往前走，一般来说能够有女舞伴，然而也有可能是男生。然而实际上，

我没有在舞蹈时间错失任何一位舞伴。在短短时间中制造氛围相互认识，我想这

是这支舞的意义。我的舞伴除了同行的朋友，也有来自韩国，更有一位身高不超

过一米的白人小女孩，看起来只有六七岁。她羞涩地搭上我的手，还得需要我稍

稍蹲下身子迁就她，这让我尴尬地像《格列夫游记》里意外闯入小人国的不速之

客。小女孩或是因为前几支舞太尽兴了，此时疲倦地挪不开步，不一会儿就被大

人带走了。 

到第三支舞的时候连 Linda 都兴冲冲地加入到舞者之列，她骄傲地对我说，



她年轻时是这支舞的行家。她灵活地敞开肥硕的腿脚，活像一只快乐的企鹅。最

后这支舞是最费力的，未过一晌就起了一身热汗。当发现 Linda 仍在舞动着，浑

然不像是将近退休的妇女，我不禁为这种澳大利亚人与生俱来的活力而惊叹。 

中国有句古话，“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紧张与舒缓，学习与娱乐，本就

是一体之两面，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舞会作为一项娱乐活动，舒缓了学习

中高度绷紧的神经，解放了因长时间专注而僵硬的四肢，它对我来说更是一种新

的体验，一次新的尝试，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所罕见的，因而我更加珍惜，也更为

怀念。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要找到放飞自我的快事，那么才会发觉生命的可贵。

幸运的是，澳大利亚的游学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这种愉悦，因而我感谢有这次机遇。 



澳洲之行，一次成长的旅行 

季鋆 

在这次去澳洲之前，其实我就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向往。在脑海中曾经想象过很多种与

它相遇的方式，这次看到阿德莱德大学的学习项目就第一时间决定报名了。 

在去之前两天正好是自己学校的考试周，准备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也没有充分时间和

住家进行沟通交流，所以自己内心十分慌乱紧张，加上自身对于英语的口语表达并不是十分

自信，因此内心真的是很忐忑。在飞机上紧张了一路，脑子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旅途的想象，

或好或坏，总之就是很担心自己不能很好适应在阿德莱德的生活，想到最坏的结果就是如果

我听都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该怎么办，所有的担心充斥在我的脑子里，知道下了飞机去见住

家的时候内心还是忐忑不安。 

下了飞机在接机的人群中，我第一眼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看到一个大概六七十岁模

样、气质十分优雅的奶奶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手里举着写着我名字的牌子。我走到她身边，她

一直对着我笑，并且还拉着我的手，问我需不需要帮我拿东西。一下子我就觉得内心有一股

暖流涌动，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能遇到这么温柔善良的人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啊！在回家

的路上奶奶一直在问我喜欢吃什么，并且给我介绍阿德莱德这座城市。就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我们两个相处的就像亲人一样，无话不谈，也没有一点隔阂。甚至是我最担心的交流方

面的问题也不再让给我觉得忧心。虽然有时候在一些地方会听不太明白，但是奶奶会看出我

的疑惑，并且跟我不停地解释知道我能理解为止，她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并且会一直征求

我的意见，在饮食生活方面她都会给我很大的自由，并且尽量去迎合我所习惯的方式。 

在上学第一天的时候，奶奶带我乘公交车去学校，她怕我记不清时间还给了我一张时

刻表方便我乘公交车，并且在当天上学之后带我去办了公交卡，还不停叮嘱我在哪里等车哪

里换乘怎么换乘。我刚来到这座城市的陌生感和开始的恐惧感在奶奶的帮助下慢慢消失了。

在第二天自己去学校的时候坐在公交车上内心十分慌乱。一直在想做错了车怎么办，要是乘

到了不认识的地方怎么办，直到最后下车了才放下心。经历了自己乘公交车之后，整个人都

有了不迷路的信心。在和奶奶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一有空闲就会坐下来闲聊，什么话题我们

都可以聊，我觉得她是一个心态很年轻并且很独立很有想法的人。她对中国也十分感兴趣。

而我也会把自己平时生活学习中的困惑和她分享。她也愿意为我提供她的意见，交流下来，



很多时候我们两个的三观、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很相似的，我们在一起更像是祖孙两个，大

概这就是一种缘分吧。在平日里她还会带着我去她朋友们的家里聚餐，她朋友们对我也十分

友好，并且带我真真正正感受了当地的生活和风俗。因为奶奶年纪比较大了，她在我闲暇的

时候会鼓励我多约朋友们一起出去玩，有时候回来的比较晚的时候她会开车到车站接我。并

且让我每天都融入到她以及当地人的生活中去。总之在生活上她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最

后离开的那一天，由于我是早上六点的飞机，我一开始怕太早会影响到奶奶休息，就想着让

她晚上直接送我去机场我在那边过夜，但是她对我说把我送去机场是她的职责，并且我一个

人在机场她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于是当天早上我们四点从家出发她把我送去了机场。去机场

的路上我们又说了好多的话，她对我说我是她接待过的学生中最能聊天的，并且觉得我是个

很善良的女孩，我的父母能有我这样的孩子很幸运。总之说了很多，那一路上我没怎么说

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道别，就只是喉咙口在哽咽，鼻子酸酸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下车的

时候拥抱那一下眼泪没有忍住。虽然只有短短两周的时间，但是彼此之间的感情真的很深

厚。之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去看望奶奶。 

在这次旅途中，我还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同学、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我没有很熟悉的

同学。一开始会担心，会觉得很孤单。但是在机场大家很快就能聊开，并且在学习过程中通

过多次的接触，会发现大家都是很友好的人，很快基本上大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一起逛

街、一起上学、一起出去玩、一起等公交车。甚至还会遇到那些让你觉得相见恨晚的朋友。

因为方向感比较好的缘故吧，我经常带着同学们去教室、去买东西、陪他们去办公交卡，一

来二去大家都慢慢熟悉，并且发展为关系很好的朋友。这次旅途中最开心的就是遇到了这么

多友善又开朗的朋友们，才让两周的时间都充满了欢乐。真的是最快乐的一次旅行了吧。 

这次的行程中除了生活就是学习了。在学习中我觉得收获还是很大的。在阿德莱德大

学上课的这两周，我接触到了和国内完全不一样的教学模式。大多数都是以小组做调查、采

访、通过参观博物馆等不同的形式学习知识。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大多数都是

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在阿德莱德大学主要是以学生自主去探索来获得知识，我个人认为

这种方式更能帮助学生学习知识并且更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内容，而不需要去死记硬背，因

为在自己探索的过程中就会让自己主动去思考并且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与中国学习模

式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以小组的形式完成各项作业。在中国大多数都是以个人为主，很少会

有小组合作作业，即使有小组作业也大多数也是各做各的，甚至大多数学生会很厌恶这种合



作的形式。但是通过两周时间的学习我认识到了小组合作的重要性。并且小组合作的这种形

式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自身提高自己的能力。在小组合作中我认识到了合作交流的重要性，

既然是一个小组那么就需要大家一同努力，不是说一个人很出众就足够了，而是需要兼顾到

大家的工作效率，一个人优秀并不能代表整个小组，这也要求组员之间相互帮助，使得小组

的平均水平能够提高。并且在阿德莱德大学的学习过程中，我也认识到时间观念的重要性，

每节课每个任务的时间都被安排的十分精确，就像之前的一次展示，需要自己画海报并且演

讲，老师规定了多久交就应该在那个时间之前全部完成上交。可能在中国很多时候找找老

师，让老师通融一下就可以延长时间。通过那次我认识到了时间观念的重要性，不论是在学

习或者是以后参加了工作，时间观念都十分钟要，时间观念也代表着信用、诚信。总之在学

习过程中，我不仅在知识方面收获了很多，也学习到了守时、合作、诚信、效率的重要性。

不论是对学业来说或者是对今后的为人处事我都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很多时候有些感想经验是很难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的，只有自己亲身体验之后才会明

白。这次的澳洲之行让我收获颇多，我真的很难面面俱到地全部讲述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次

真的对我生活学习包括今后社会交际方面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有些东西啊真的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通过这次也对我英语方面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并且给了我信心。包括自己学

习方法、心态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观。总之吧，这些东西只有亲身经历之后才会有成长。如

果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回到阿德莱德。 



聆听多种声音 包容多元文化 

文/张雅湘（Rara） 

 

除去 2 日的起航与返程，在 13 日的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之行中，我不仅得到了学习英语的精髓，更是深刻地体会到

了当地的人文风情与多元的文化。 

第一日，刚落地，Maire 和 Kevin 一起去机场接我，在

车上进行了简短的交流。随后，我们来到了 Maire的弟弟家，

在后花园享受我的第一顿澳洲餐，一边享受着与我想象中并

不相同的澳餐，一边与“家人”畅谈。恰好，也有一位日本

女生因到阿德莱德进修而住在寄宿家庭，可能同为留学生，

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除去同伴的朋友，我们的交流异常热情。

虽然聊到了很多东西，包括自己的家乡，自己来到澳洲学习

的原因与打算，但由于刚刚开始尝试英语交流，口语能力蹩

脚，交流的过程中多次查询单词～晚餐结束，和同住在 Maire

弟弟家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看到了晚霞下的 Glenelg 海滩，蓝

白红橙，四种颜色交替，对于我这个家住北京且并不临海的

人来说，当时脑子里只想到了一句古诗词“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美好的风景是真的能带给人内心的安宁，

一天的奔波与疲惫烟消云散。 

第二天，老师们给我们分组后，又简要介绍了阿德莱德

这个城市与阿德莱德大学，很快结束后便开始了课程。第一

节课主要是大家彼此的熟悉与简单的口语交流，随后便是户

外体验课。户外课是不同于国内教学的一种全新的方式，老

师会让大家自己再分成小组，拿着自己的任务去户外完成。

第一次的题目是寻找一些地标和与地标的相关问题。第一次

来到作为阿德莱德这个城市中较为繁华的街道——Rundle 

Mall，就被街上的小鸭子吸引了，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它

们并不惧怕人类，反而是悠然自得的融入到人群中，而过往

的行人也都心怀善意，主动为小动物们留出道路。而且在寻

找题目中的地标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我们百思不得其解，

想要询问路人，一位哥哥非常热心地为我们解答，甚至自己



用手机帮助我们寻求答案。澳洲当地人的热心与善良是深入

其灵魂当中的，一次简单的外出课程，我更加熟悉学校周围

的街道，更加明白小组合作而不是孤军奋战的重要性，更加

了解这种学习英语的新方式，也更加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随后的课程大概也是如此，并不同于国内的死记硬背模

式，一些活跃的听说读写的训练让我更加明确了学习一门语

言的方式并不都是苦涩难懂的，而是灵活的应用与深入的体

会。 

但我认为，在大学中上课只是学习与体验的一部分，更

多的时候，我是在与我的寄宿家庭相处。第一次体验寄宿家

庭的生活，说实话我在来之前想到自己可能会不适应饮食，

会不适应与寄宿爸爸妈妈的相处。但当我真的开始我的寄宿

生活时我发现，一切都非常顺其自然，他们是真的待我如亲

生的孩子。 

Maire 每天早起为我准备丰盛的早餐：吐司面包、蜂蜜

果酱、水果拼盘、果汁、煎蛋。（在没有课程的时候，我会

和小伙伴们一起逛逛阿德莱德城市）每天的早餐都吃得非常

饱，一边吃一边与 Maire 聊聊新闻，聊聊日常。拿上她为我

准备的中午的便当，带着非常愉悦的心情去上课或是与朋友

到处走走逛逛。晚上回家继续吃着 Maire 准备的每天都不一

样的晚餐，有时是三文鱼，有时是鸡肉饭，日日有惊喜。而

我最喜欢的就是饭后的甜点，本人最喜欢的就是巧克力与冰

激凌，恰好，这两样都在我的饭后甜点当中。忙碌了一天，

回家填饱肚子，享受着最喜欢的美食，再吹着晚风，看着阿

德莱德绚丽的夜景，这样的生活，实属非常的充实与惬意。 

饮食说完了，在澳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水——洗

澡。我在家洗澡并没有节水意识，速度也并不快。但在来到

澳洲之前自己做了一些功课再加上老师的强调，我第一天洗

澡就像想要打一场硬仗一样，用手机定时，倒计时自己的洗

澡时间，但第一天我还是超过了预期时间，失败了。但我非

常惊讶的是，他们并没有主动和我强调过用心的问题，这就

让我内心更加的惭愧了，还好，之后的洗澡都还算“顺利”

了！除了洗澡，像洗衣服、做家务这些事情，我一直想要帮



助 Maire完成，但是她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有我在这里，有我玩成这些事情，就不需要你来做。在

周末的时候，寄宿爸爸妈妈一起带我去 Victor Harbor，爬

山的过程中，Maire 虽然腰不太好，行动有些蹒跚，但当我

想要扶她的时候她一再劝阻，表明自己可以。这两件事对我

的影响很大，我看到了澳洲人不同于国内老人的心态与坚毅

的性格。可能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千百年来在人身上的具象表

现吧。 

除此之外，让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一件事就是第二天需要

自己坐车回家了。作为一个标准的路痴，第一次回家我居然

顺利到家了！但事情的背后其实是手机的导航、伙伴的指点

以及 kevin带我走过一次的记忆三重因素，我才能平安到家。

若不自己逛逛，到家的正常时间应该是 5：30PM 左右，但由

于那一天的急急忙忙，到家时已经是晚上的 6 点钟了。可是

Maire 和 Kevin 仍然没有吃晚饭，一直在等待着我回家后一

起吃饭。我刚进家门，Maire 非常的开心与欣慰，一直把“good 

girl”两个词语挂在嘴边。我也非常开心，但自己暗暗想到

以后不能让他们为我担心了，若是不回家或者回家晚一定要

及时告诉他们。后来，Kevin 也非常贴心，为我准备一张他

们两人的名片，后面还帮我标注了不同时间回家的车次与车

站。 

异国他乡的温暖，异于国内的学习语言的方式、令人拥

有好心情的环境、多元多种族的文化…这些都是我在此次游

学项目中所感受到的东西。在与澳洲这片土地接触的过程中，

我被它的善良热情与多元文化深深感染，并融入其中。我一

直认为，自己应该多去认识与了解不同的文化，多到世界各

地走走停停，不仅仅是锻炼自己，学习到更多东西，更重要

的是，拥有一个理解与包容多种声音的心态。理解与共情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之一，拥有了它们，就像拥抱了全世界

一样。我一定会继续“流浪”，拥有聆听多种声音，包容多

元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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