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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波尔多街头，常

常可以看到一位身着传统

中国服饰的女孩，她用手中

的小提琴演奏一首又一首

动人的乐曲。每当旋律响

起，总能吸引路人驻足聆

听。

她是毛聆玲，就读于法

国波尔多音乐学院，专业是

小提琴演奏。

街头演奏
我是 2017 年夏天开始

在法国街头拉小提琴的，

因为街头艺人在欧洲非常

普遍，但我很少看到亚洲

面孔，正好我的专业是小

提琴演奏，需要面对观众，

紧张是我一直难以克服的

问题，所以我就想着去试

试。

来到法国后，我发现

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非

常刻板，我就想能否打破

常规，用他们熟悉的西式

乐器和中国乐曲来一个文

化的碰撞。天长日久，整个

波尔多都知道有一个穿着

传统中国服饰的中国姑娘

在街头拉小提琴，我还因

此上过波尔多城市杂志封

面。

我最近遇到一个有趣

的经历，一位法国老奶奶

拿着翻盖手机向我走过

来，电话那头是她爱人。一

曲结束后，我听到她跟电

话那头说我是一位中国的

艺术家，她还给她的爱人

唱了一段我刚演奏的旋

律，我瞬间就被甜到了。直

到白头仍然有人可以分享

身边的小确幸、小美好，真

是很浪漫了！

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

在我演奏时，有人会开着视

频和家人朋友分享，有人会

唱歌，有人在我面前翩翩起

舞。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对

老夫妻在我面前跳了一支

华尔兹，很遗憾没有将这一

幕拍下来。

还有一次我旅行去克

莱蒙费朗，在演奏时遇到一

位妈妈抱着孩子泪流满面，

一曲结束后，她过来和我聊

天，想让我为她的婚礼拉

琴，她告诉我她在中国生活

了五年，中国是她的第二故

乡，她听着我演奏的中国乐

曲不由自主就哭了。

其实我之所以坚持这

么久，就是因为我能得到来

自观众非常直观的反馈，他

们会特地过来跟我说谢谢，

给我写小纸条、写诗、画画

……这和在舞台上演出是

不一样的，舞台上我是单独

地输出我自己，但在街头，

我在感动他们的同时，他们

也在不断给我感动。

我大部分的时间是演

奏中国乐曲，偶尔会拉几首

国外经典的曲子。我会在特

殊的日子选一些相关的曲

目，比如今年国庆，我就在

波尔多大剧院门口做了一

次《我爱你，中国》的小提琴

快闪。

有些中国乐曲是不适

合小提琴的，比如《十面埋

伏》，只适合弹拨类乐器。小

提琴的音色很柔美，我会选

择一些比较悠扬的曲子，编

曲上我一般都遵循原作，偶

尔会在过门的地方加一些

即兴演奏。

对于西方的观众，他们

不会觉得西洋乐器与中国

乐曲这个组合有什么奇怪，

音乐是不分国界的，乐器只

是载体。

比如有一次我演奏《天

路》，有一对白人母女在我

面前，听得十分感动，我看

到女儿眼圈都红了，她们不

会知道这首歌的文化背景，

但她们仍然感受到了这首

歌的力量。

华人观众听到中国的

乐曲，这更能够激起他们的

思乡之情，他们会不由自主

地哼唱，或者直接停驻，一

待就是一个多小时。

随着我们国家国力的

增强，新一代的年轻人，特

别是留学生有着更多的自

信向海外展示我们自己的

文化，我只是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其实像我一样的留

学生很多，我们都在为文化

传播添砖加瓦，让大家了解

当下的中国。

除了拉小提琴，我现在

也在学习中国的乐器，比如

二胡、古琴、笛子，我希望把

它们融入进我的作品中。其

实我已经在做尝试了，我之

前把古琴和小提琴搬上了

同一个舞台。

（中国新闻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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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留学报告调研，

在今年的硕士留学申请中，

四个主要的计算机类专业

以 11.02%的占比，超过金融

专业(10.16%)，是 2018 年来

首次跻身第一大热门留学

专业。在时代机遇叠加政策

扶持背景下，计算机专业、

电子电气与能源工程等留

学专业的热度上扬。

专业留学咨询机构启

德集团 12 月 18 日在北京

发布《中国留学市场 2021

年盘点与 2022 年展望》，基

于自身调研数据与北美、欧

洲、亚洲等中国学生主要留

学目的地的各类官方数据，

分析今明两年留学市场发

展趋势。

报告显示，从专业大类

来看，今年商科申请比例仍

较高，超过 40%；理工科申

请占比逾四分之一。但从硕

士申请的细分学科看，计算

机科学与信息系统 (偏理

科)、计算机科学与信息

系统(偏工科)、电子与计

算机工程、数据科学这四

个计算机类专业占比合计

为 11.02%，超过金融专业

(10.16%)，是 2018 年以来首

次跻身第一大热门留学专

业。其他较热门的硕士专业

包括经济学(4.63%)、市场营

销(4.43%)、会计(3.92%)、商

业分析(2.99%)、电子电气工

程(2.66%)、机械与能源工程

(2.15%)等。

报告认为，当下，高端

制造已成为中国制造业战

略发展的主题，全球碳中和

趋势下新能源迎来了历史

性的发展机遇，以“专精特

新”为特征的排头兵企业优

先于北交所挂牌上市，时代

机遇叠加政策扶持的背景

推动了计算机专业、电子电

气与能源工程等留学专业

的热度上扬。随着粤港澳大

湾区、海南自贸区等区域经

济的发展与腾飞，商业类人

才、海归人才也将拥有广阔

就业前景。

启德留学北京分公司

副总经理王婷表示，在碳中

和背景下，环境科学、绿色

化学、碳管理等相关专业，

或将受到留学咨询机构推

荐。

从留学热门目的地来

看，最近一年多，受到新冠

疫情影响，亚洲的几大留学

目的地(中国香港、新加坡、

日本、韩国)成为中国内地

学生留学的重要选择，出现

了升温的情况，其中又以香

港最为明显。启德留学客户

服务数据显示，2021 年 1-7

月香港求学咨询量相对于

2020 年同期有大幅度提升，

同比增长 126%。

报告援引全球化智库

与领英中国发布的《高校校

友观察：中外高校毕业生职

业发展研究与展望 2021》数

据显示，2020 年中国 U10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

大学、中山大学)毕业生继

续深造的国家与地区选择

更趋多样化，赴美留学的比

例从常年三成下降至两成

左右，而赴亚洲与欧洲留学

的占比增加。但据《2021 美

国门户开放报告》统计，中

国内地仍是留美国际学生

最大生源地。

报告认为，鉴于热门留

学目的地逐步恢复中国留

学生签证，中国国产疫苗被

海外多国认可，留学市场正

在回暖。与此同时，海外大

学线下授课也在逐步恢复。

（中国新闻网报道）

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和规模

都在持续增加。

在美国，极端天气于 12 月 15 日又一次袭击中

部地区，一场范围扩大、增强的风暴系统正带来一

系列天气威胁。强风暴扬起尘暴，引燃山火，摧毁输

电线路，致 1人死亡、51 万户家庭停电。寒冷的夜晚

对于失去电力供应的当地民众来说变得更加难熬。

据悉，美国是世界上遭遇龙卷风灾害最为频繁的

国家，平均每年约出现龙卷风 1150 次，但 12 月出现

如此强烈的龙卷风实属罕见。北伊利诺伊大学气候学

教授Victor Gensini用“非同凡响”(remarkable)和“难以

置信”(unbelievable) 来形容这场飓风灾害，“这真的像

是一个晚春配置放到了 12月中旬”。

在不到一周前，多达 37 场龙卷风就开始一路

向东北方向移动，最终席卷美国中部 6 个州，导致

88 人死亡。其中，肯塔基州受灾最为严重。肯塔基州

州长安迪贝希尔称，这是该史上最糟糕、最具破坏

性、最致命的龙卷风事件。一夜之间标志性建筑全

部倒塌，放眼望去都是废墟。

回忆这场灾害，作为亲历者的侨胞们仍心有余

悸，他们向媒体讲述了他们的遭遇和故事。

“人生第一次遭遇龙卷风”

“当时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巨大的雷声，接着玻

璃窗外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感觉窗子都在晃动。”

留学生小顾将第一次经历龙卷风的遭遇称为“惊魂

一夜”。

三个月前，他交换到位于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

的肯塔基大学读书。“来美国前没有听说过龙卷风，

所以特别紧张、特别害怕。”小顾说，自己几乎一夜

没睡，雷声、大风加上暴雨几乎持续了一整夜，直到

第二天（11 日）中午，龙卷风穿过该地区，暴雨才有

所缓和。

龙卷风过境后，小顾和室友才敢出门去学校，

在路上他们看到有小树被吹倒了，风仍然很大，行

走十分困难。“通过天气预报得知，当时风速仍有 8

米 / 秒，幸运的是我所在的城市没有人员伤亡的报

告，周围的华人目前也较为安全。”小顾说。

小顾称，从这次龙卷风的经历来看，美国民众应

对龙卷风已经“经验丰富”了，预警系统的播报较为及

时，“美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地下室，就是为了预防类

似的灾难。”此外，他们平时可能也接受过灾难逃生的

训练，对于这样灾难的反应一般都比华人要快。

“灾情下的互助”

“我收留了位于此次龙卷风风暴中心的朋友，

他们家里都停电了，我在家里给他们包饺子，炖猪

蹄。”华人任女士居住的地方距离此次肯塔基州的

龙卷风重灾区只有 20 分钟的车程。“虽然离灾区很

近，但我幸运地躲过了。”

任女士的朋友介绍说，由于房屋被树木砸出两

个洞，自己只能躲到没有窗户的厨房睡觉，不断逼

近的狂风声和东西不停拍打房屋的声音让他紧张

到窒息。“凌晨两点，在龙卷风最严重的时候，还能

听见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笛声。”

劫后重生，任女士决定报名参加志愿者服务。

她坦言，自己很幸运，所以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不

幸受灾的人们。她称，在她所居住的地区，当地的学

校被征用以安顿无家可归的人，食堂的工作人员还

给大家发放食物，各个机构也在倡导大家捐献衣

物、被子等给受灾的人。

在遇到龙卷风时，一定要镇定自若，积极想办

法躲避，切莫惊慌失措！请牢记这些自救方法！

在家时，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

到与龙卷风方向相反的墙壁或小房间内抱头蹲下。

躲避龙卷风最安全的地方是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在电杆倒、房屋塌的紧急情况下，应及时切断

电源，以防止电击人体或引起火灾。

在野外遇龙卷风时，应就近寻找低洼地伏于地

面，但要远离大树、电杆，以免被砸、被压和触电。

（《新华社》《新京报》报道）

最强龙卷风过境美国

侨胞们还好吗？
□金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