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伦敦留学⽇日记_12!

2014年10⽉月8⽇日!

!
没课的⽇日⼦子，也不让⾃自⼰己闲着，这就是留学⽣生活有趣的地⽅方。!
!
是英国产品的质量不好呢，还是作为新晋⼥女汉⼦子的⼿手劲⼉儿太⼤大了呢？⼀一个上午拧坏了

三盏台灯。⼀一个电线和台灯盖⼉儿连着的地⽅方被我扭断了，⼀一个灯泡怎么都不亮，还有⼀一个
电极总是对不准，佩服⾃自⼰己这个台灯杀⼿手。住在阁楼⾥里没有吊灯，壁灯又太暗，没台灯基
本就是没⽣生活了。⽆无奈之下，跑去Robert Dyas买了两个新台灯回来，写字桌上⼀一个、床头
⼀一个，让我的房间重新明亮起来。在英国灯泡和台灯是分开卖的，所以买台灯的时候⼀一定
要仔细挑选灯泡的⽡瓦数和规格，选能⽤用在这两个台灯上的灯泡就选了半天。这⼏几个售货员
⾃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家台灯最适合的配套灯泡，业务不熟练啊，要不是看在Robert Dyas给学
⽣生10%的折扣，我真要跑去货品更全的Argos了。被⼏几盏台灯消磨掉⼤大半天的时间，⼀一去不
复返。!
!
有了光亮之后，读书的兴致就来了。预习周五上午reading seminar要⽤用的材料。专有

名词太多，经常要查看字典，所以阅读的速度很慢，⽽而且很多词明明前⼏几页材料⾥里刚查过，
可是再看到的时候还是想不起来到底什么意思，只有通过不断的与这些英⽂文词汇相识，才
能相知了。!
!
Reading seminar的主题是Ideas of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6个session，

每个session2⼩小时左右，6讲的内容分别是：!
!
· displacing the distributive paradigm in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 justice as fairness!
· moral constraints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 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s!
· is multiculturalism bad for women!
· the capability approach：a theoretic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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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13!

2014年10⽉月9⽇日!

!
在外留学最怕的就是在⾝身体上出点意外，但是个⼈人体质不同，有些同学就会稍不注意

就染病上⾝身或旧病复发。Star姑娘从⼩小就有的肠胃
病在⼀一不⼩小⼼心吃了⾟辛辣的⾷食物后复发了，已经住院
好⼏几天了。今天我没课，所以轮到我去医院⾥里陪护
她。早上⽤用电饭煲煲好⽩白⽶米粥，带到医院去。!
!
IOE的学⽣生注册的NHS都可以在学校隔壁的

UCL hospital就医。医院⾥里单间病房⽐比较少，⼤大多
数患者的病床都在⾛走廊上，⽤用蓝⾊色的帘⼦子隔起来。!
!
今天Star的⽓气⾊色还是很不好，前⼏几天的⼀一次

⼩小肠出⾎血害她到现在还是脸⾊色苍⽩白、⾎血压过分的低。
据说，Star的这个病是⾮非常罕见的，她在国内发病
两次，花了很多钱都没查出病因。在UCLH，医⽣生
们也只看到过⼀一次类此的病例。!
!
早上9点医⽣生给她安排了CT 

scan，第⼀一次发现了疑似出⾎血点，医
⽣生又给她注射了⼀一种试剂，让这种试
剂中的液体流⼊入Star的⾎血液中，然后
再通过这种液体在CT中的反映寻找确
切的出⾎血点，所以CT scan的等待从
9am持续到1pm。排队的患者都很安
静，看看报纸、喝喝热饮，医院⾥里不
算嘈杂。在CT室看了⼀一下，医疗设备
的确挺先进的。!

有了NHS注册号，我们在
UCLH看病都是免费的。Star之前在国内做⼀一个⼩小肠镜要⼈人民币8000块钱，在这⾥里则是免费
的。住院费、注射费、药费、各项检查的费⽤用和护⼯工服务费全是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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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LH的医⽣生们没有统⼀一的⽩白⼤大褂制服，穿着都⽐比较讲究；其他护⼠士护⼯工则有统⼀一制

服，深蓝⾊色制服的是护⼠士、浅绿⾊色制服的是护⼯工、再浅⼀一点偏黄绿⾊色制服的是厨房的⼯工作
⼈人员、浅蓝⾊色制服的是保洁⼈人员。每天护⼠士会对患者进⾏行简单的例⾏行检查、嘱咐患者们如
何吃药，护⼯工会为患者换洗床单、为患者量⾎血压、测体温；厨房的⼯工作⼈人员会每天⼀一⽇日三
餐的时候过来问患者今天想吃什么，然后取⾛走患者们填好的菜单；保洁⼈人员则负责卫⽣生打
扫。在Star做CT的时候，厨房的⼯工作⼈人员来询问今天的⽤用餐情况，患者和陪同护理的⼈人员
都可以点餐，所有餐饮都是UCLH免费提供。!
!
下午，Star的主治医师来看她，说是还没办法确诊，需要再做⼀一次⾎血液检查。1⼩小时

候，⾎血液检查的预约单送到了Star的⼿手⾥里，说是下周四会有⾎血液科的⼤大夫过来为她会诊。可
能是因为她属于罕见病例，所以下午2⼩小时之间有两拨UCL医学院的学⽣生过来询问她的病
情，了解她发病的经过、病史和现在的检查情况。这跟国内医院⾥里实习的医学院学⽣生⼀一样，
只是在国内通常有学⽣生导师或主治医师带着他们，⽽而在UCL则是学⽣生们⾃自⼰己过来跟患者了
解情况。通过这⼀一天的观察，我发现与UCL的⼤大夫⽐比起来，国内医院的⼤大夫更敬业，每天
都会例⾏行查房，早上和晚上都会过来关⼼心病⼈人的病情，跟病⼈人家属讲讲病⼈人的情况，这⾥里
⼏几乎没见到这个环节。Star的主治医师下午出现了那么⼀一下后，就消失了。但是，Star和我
们这些同学还是希望能够借助这⾥里先进的医疗设备帮她找到病因。!

!
        由于下午有Scholarship获得者的见⾯面会，我提前
离开UCLH，回到IOE的主楼。国际交流处的主任Mike 
Winter和⼯工作⼈人员Fernanda Bates已经准备了点⼼心和饮
品在736室等候⼤大家了。据Mike Winter介绍，今年通
过奖学⾦金到IOE就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共有34位，⽐比去
年增加了10位，主要来⾃自9类奖学⾦金项⽬目。Winter称赞
我们这些能够拿到奖学⾦金的学⽣生⼀一定都⾮非常优秀，当时
我就又感觉荣耀、又有些惭愧、更多的是压⼒力倍增。过
来⼀一个星期了，因为语⾔言上的⼩小障碍，总是让我在⾃自信
和⾃自卑中徘徊，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摆脱这种窘境， ⾃自
信⾃自强起来，勇敢地展⽰示⾃自⼰己，勇敢地向更多⼈人介绍中
国教育和上海教育。!
 !

这34位⾥里，包括我在内，有4个中国⼈人，都是⼥女⽣生。我和另外⼀一位Guo Xin是拿的CSC
的奖学⾦金，我是通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到IOE，郭歆是之前就在⽜牛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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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硕⼠士学位，然后再拿CSC“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给⾃自费在读博⼠士⽣生
的）到IOE攻读博⼠士学位；另外两个⼥女⽣生是来读MA的，⼀一个是在北京具有6年⼩小学英语教学
经验年轻⼥女教师，拿到ISB scholarship，这个奖学⾦金的资助相对少⼀一点，另⼀一个是在⼴广州⼯工
作多年⼴广州⽇日报社的⼥女记者，拿到了Chieving Scholarship，获得了30万⼈人民币的资助。!
!
在Winter热情洋溢的介绍与欢迎之后，这些奖学⾦金获得者们便开始交流起来，分析⾃自

⼰己的学习经历和研究⽅方向等等。每个⼈人的专业和研究兴趣都不同，这样能够获得更多不同
的信息。今天表现的⽐比较令⾃自⼰己满意的地⽅方就是勇敢地窜来窜去，跟每⼀一位奖学⾦金获得者
和IOE及⼀一些奖学⾦金项⽬目管理者打了招呼，并聊了⼀一些⾃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最近⼀一周来在伦敦
的感受。这期间，⼀一位奖学⾦金项⽬目管理者Annia得知我是张⽼老师的学⽣生后，以为我也是专业
的PISA研究⼈人员，极⼒力推荐我去看IOE London Blog上John Jerrim发表的⼀一篇博⽂文。!
!
见⾯面会结束后，我找到这篇博⽂文，并发到了我们的微博群⾥里，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的同

学们都没法打开⽹网页，现在在国外的⼀一位学姐能够顺利看到，并且第⼀一时间跟我交流了她
的想法。我们⼀一致认为，这篇博⽂文对亚洲学⽣生在PISA项⽬目中表现优越的原因分析的⽐比较
浅，他讲的⽂文化因素可能⼤大多数关注PISA项⽬目、关注教育发展或者从事教育研究的（上海
的，其他地⽅方的不敢保证）家长、教师和教育研究者都能想得到。但是从John对亚洲教育
发展情况的浅析，不禁也促使我⾃自⼰己要反思⾃自⼰己从前做的那些⽐比较研究、国别研究，我真
的⾮非常深⼊入地了解我曾经介绍过的那些外国教育经验吗？我真的慎重地分析了产⽣生某种教
育现象、提出某项教育改⾰革、发现某个教育规律的最根本原因吗？如果最终获得的是个笼
统性的、放在哪⾥里都⾏行的结论，那么我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了哪⾥里？!
!
很困惑。!
不知道是不是国内外的⽐比较研究都漂浮在现象之上？!
这个漂浮会不会就是⽐比较教育艰难发展的阻碍？!
!
博⽂文，始终是博⽂文，不是学术论⽂文，还没看过John的学术论⽂文，断不敢对⼈人家的研究

妄下结论。!
但是这篇博⽂文，可能会成为我今后研究⽣生活中的⼀一⾯面警⽰示⾃自⼰己再深⼊入挖掘⼀一些、再有

逻辑⼀一点、再多反思⼀一下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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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留学⽇日记_14!
2014年10⽉月10⽇日!

!
上午11点，Ideas of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的课程在Thomas Coram 

Research Unit的⼀一个温暖的⼩小型图书室⾥里开始了。到了这⾥里之后，我⼀一直很奇怪，讲课的
⽼老师怎么还没来，直到开始讨论阅读材料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种由博⼠士⽣生⾃自
⼰己开展的阅读讨论⼩小组活动。 !
!
Reading seminar是由2个博⼠士⽣生——来⾃自印度的Ekta Singla和来⾃自巴西的Gabriel 

Goldmeier发起的，第⼀一次讨论⼀一共来了6个⼈人，⼤大家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比较教育、公
民教育、性别教育、都市教育、师⽣生关系和PISA等。但是，每个⼈人选择这个reading 
seminar的⽬目的基本⼀一致，都是希望通过分析justice的基本原理，为⾃自⼰己的研究寻找⼀一些理
论基础、理论框架。!
!
这种阅读讨论课跟我们上师⼤大⼀一些专业开展的学术沙龙形式相类似，但也有些区别，

总结如下：!
!

!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 IOE SHNU

组织形式 课堂⼩小组讨论形式，由1-2个博⼠士⽣生发
起，其他对这⼀一主题有兴趣的同学⾃自
⾏行“选课”参加，参与者⼤大多来⾃自不同专
业

“茶话会”形式，多有专业负责⼈人发起，
发⾔言⼈人由专业负责⼈人指定或博⼠士⽣生⾃自
荐，参与者居多为同⼀一专业的师⽣生

专家指导 没有教授或者其他⽼老师参与 ⼀一般会请2-3位教授进⾏行点评指导

讨论主题 提前分发指定材料，统⼀一围绕这⼀一个
主题进⾏行讨论

通常有1-2名博⼠士⽣生准备⾃自⼰己熟悉的主
题，做主题发⾔言，之后其他同学共同针
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开展时间 4-6周的研讨活动，每周固定时间⾥里都
会对指定主题进⾏行不同纬度的分析和
讨论

活动时间不定，⽐比较灵活，但是对某⼀一
话题的讨论持续性不⻓长，经常根据发⾔言
⼈人的兴趣点⽽而改变讨论主题

参与者准备情况 每⼀一个⼈人都要阅读材料，参与讨论，
发表⻅见解

主题发⾔言⼈人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其他
参与者的准备情况不⼀一

参与感受 必须得做好阅读材料，不然讨论时会
没办法很好地介⼊入，⽽而且没有话讲会
觉得很尴尬，每个参与者的主体意识
和⾃自觉意识都⽐比较强

主题发⾔言⼈人做好准备就⾏行，其他同学有
兴趣就多讲⼀一些，没兴趣或者没准备，
可以不发⾔言，做⼀一个好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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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15!

2014年10⽉月11⽇日!

!
周末，到公园闲逛。在英国，公园⾥里的松⿏鼠啊、街道上的鸽⼦子啊，⼀一点不怕⼈人，好像

也知道是周末了要悠闲的休息⼀一样，慢慢地在草坪上、⽯石阶上踱着步。从JAH公寓到IOE主
楼要路过⼀一个Tavistock Square，这⾥里有⼀一尊⽢甘地（Mohandas Gandhi）的雕塑，经常有⼈人
会在⽢甘地像前放置鲜花来纪念这位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坐下来时，不经意地发现
这⾥里的长椅有些是公园本⾝身就配置好的，也有⼀一些是捐赠的。!

2012级⽐比较教育学专业郭婧    学在伦敦 -LEARNING IN LONDON



今天终于通过Tavistock Square查到了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在伦敦的卡姆登区（Llondon 
Borough of Camden，也有称这⾥里的区为⾃自治市的）活动。位于内伦敦的卡姆登区，教育质
量还是⾮非常好的，2014年的GCSE结果⾼高出英国的平均⽔水平（http://camden.gov.uk/ccm/
content/press/2014/august-2014/camden-gcse-results-beat-national-average.en）。卡姆
登以它的四个市场⽽而闻名——卡姆登市场、卡姆登⽔水闸市场、卡姆登运河市场和马厩市
场，有机会⼀一定要逐⼀一去逛逛淘淘。!
!
到了伦敦之后就认识了⼀一种新的交通灯（如右图），

⼀一直想写在⽇日记⾥里但总是忘记。这是⼀一种⼀一直亮的黄灯，
很⼤大的灯泡输在斑马线旁，这种灯代表着“⾏行⼈人优先”，
只要在这两个⼤大黄灯之间的斑马线上过马路，或者哪怕
是停⼀一下，机动车都会停下来让路。如果在路边等⼈人的
话，⼀一定不要站在这个⼤大黄灯旁边，不然会给来往的机
动车司机带来不⼩小的困扰啊。另外，在黄灯中间的斑马
线过马路时，很多⼈人都会伸⼿手向停下来让路的机动车司
机⽰示意致谢。!

!
!
今晚是John Adams Hall的欢迎会，JAH的负责⼈人进⾏行了
公寓⾥里的安全教育，包括厨房、浴室、卫⽣生间、洗⾐衣房的
⼀一些注意事项。最近听说整个JAH⾥里只有门厅有CCTV，
真是对不起这么贵的住宿费。洗⾐衣房的洗⾐衣机容量很⼤大，
有点脏兮兮的，洗⾐衣服2胖⼦子1桶，烘⼲干1胖⼦子1桶，有免费
熨⾐衣板，但是电熨⽃斗得⾃自备。冗长的安全教育结束后，
party开始了，边吃边聊，认识了⼀一位英国⼤大叔，曾经有⼏几
年时间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当外教，教学⽣生⼜⼝口语，对中国有
⼀一些了解，所以聊得很投机。但是不喜欢这种⾳音乐声⾳音很
响、闹哄哄的环境，party没过半，就偷偷溜回房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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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16!

2014年10⽉月12⽇日!

!
在伦敦，中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今天下午，IOE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这

学年第⼀一次聚会，在场的博四学姐们都羡慕我们这届⼈人多，凡事能多些照应。据说，IOE算
是中国学⽣生最少的伦敦⾼高校。!
!
学联活动很简单，⼤大家聚在⼀一起，做个⾃自我介绍，互相熟悉⼀一下。⼀一圈介绍下来，可

以看到同学们散布在各个年龄段、有过各种⼯工作和学习经历、专业范围⼏几乎囊括所有教育
学、⼼心理学专业。浙师⼤大过来访学的张⽼老师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还不忘给浙师⼤大宣传、要招
些IOE未来的毕业⽣生回浙师⼤大，这种宣传意识真是没别的学校能⽐比。今天还结识了另外两位
从上海过来访学的博⼠士⽣生，华东师⼤大教育史专业的⼩小猪（6个⽉月）和同济⼤大学语⾔言学专业的
桃⼦子（3个⽉月）。由于学校这边的JAH不提供短租，她们只好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跟别⼈人合
租，每次来学校都要乘地铁或公交车很长时间。不过，她们不需要选课，只要跟导师商量
好之后，⾃自⾏行活动就可以。!

        !
        之后，博四的张⽂文静学姐给⼤大家讲讲她的毕业论
⽂文的研究进展、分享⼀一些读博的经验。最近了解到⼀一
种现象，在IOE，国际留学⽣生基本上都选择本国的教
育问题进⾏行研究，都不怎么做英国教育研究或⽐比较教
育研究，这样是为了避免在毕业论⽂文答辩时，被教授
们认为对英国问题的了解不够透彻。所以，中国的博
⼠士⽣生基本上都会在博⼆二以后每年回国内去进⾏行调研。!
        !
        ⽂文静学姐通过⾃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设计，给同学
们初步介绍了英国教育研究的⼀一些理念与⽅方法。⾸首先，
她认为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的选择是困难的，因为太
⼤大的问题是哲学问题，⽽而太⼩小的问题又只是技术问题。
所以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自⼰己感兴趣、且具有研究价

值的问题是最难的。当然，很多在中国读书久了、做研究久了的⼈人，可能已经适应了中国
教育学⽅方法论不科学不完善的⼤大环境，所以有很多对类似问题的重复研究，虽然研究量⼤大，
但是研究结果⼤大相径庭。另外，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她认为，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之间
的关系是，通过研究⽅方法来减⼩小研究过程中的误差。所以研究⽅方法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是

2012级⽐比较教育学专业郭婧    学在伦敦 -LEARNING IN LONDON



要适合于⾃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条件。⾄至于混合型研究⽅方法，先定量后定性的研究有益于
去发现规律，⽽而先定性研究在定量研究则有益于验证假设/得到答案。当然，任何⼀一种研究
⽅方法都存在误区，所以她建议IOE的博⼠士⽣生们在upgrade时，⼀一定要阐述好⾃自⼰己为什么要选
择这些研究⽅方法。发现问题，要善于把⼀一个问题发展成⼀一个可持续研究的体系，这样才更
有意义。特别是作为博⼠士⽣生，最后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应该在毕业时能够形成哲学思
维，所以平时在⽣生活中和学习时都要多探寻事物发展的因果。!
!
最后，IOE学联副主席那个不知道哪⾥里⼜⼝口⾳音的⼥女⽣生（真⼼心听不懂她说什么）向⼤大家推

荐IOE学联下的社团活动，⽽而且希望⼤大家⾃自⼰己申报社团，超过10个member就可以申报社
团，并且可以拿到学校对社团的⾃自助。我们这桌的⼥女孩⼦子们决定再找⼀一些⼈人⼀一起申报个中
华美⾷食宣传推⼴广的社团。!
!
活动结束后，伦敦多变的天⽓气又来作怪，让没伞的⼈人遇到瓢泼⼤大⾬雨。等待也不是办法，

冒着⾬雨冲回了JAH。从此⼼心中暗暗牢记，⾬雨伞每天都要放在包⾥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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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17!

2014年10⽉月13⽇日!

!
  最近连续三天晚上3点前睡不着，然后早上9点时还醒不了，即使定了⽆无数个闹铃，

也没法睁开睡眼。⽣生物钟严重紊乱了。难道这预⽰示着我要进⼊入写毕业论⽂文的状态了吗？还
没有新的思路、没有收集新的资料、没任何新的进展，不会是⼼心理压⼒力太⼤大才睡不着的吧？
好吧，那我就明天开始，⼀一边修这边的课程、⼀一边开始准备国内的毕业论⽂文吧。不知道国
内的⼩小伙伴们最近好不好，我的另外两位好同学总是处于焦虑的状态，希望他们能够偶尔
放轻松⼀一些（睡不着觉的我，貌似没有资格提醒⼈人家放轻松啊）。!
!
本来今天上午应该去警局注册，但是预约的时候还没选课，没想到跟核⼼心课程时间冲

突了，选择去上课，明天再去警局。!
!
          今天的CDR是关于认识论
（epistemology）的，专业术语的英⽂文表达不
熟悉，刚开始有点跟不上Claudia讲的是什
么，后来的术语都有提前查好，才又跟上了进
度。不过，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只要⼀一到这门
课上，跟group member讨论的时候，我就不
明⽩白他们/她们想⼲干嘛？想讲什么？为什么这
么讲？!
!
        CDR是⼀一门概论性的课程，所以讲到的内
容是很宽泛的，但同时也更偏向于介绍性的。
这节课就介绍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解释主义
的⽅方法论，还介绍了不同⽅方法论下⼀一些流派，
以及选择这些⽅方法时需要注意的适切性原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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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门课程已经在我⼼心中产⽣生了阴影。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门课上变得积极、踊
跃及活泼。差点忘记了，今天还是有点收获的，偷瞄⾝身边亚洲⼥女⽣生记笔记时的思维导图，
很受启发，以后做课前阅读和上课记笔记，也要多⽤用导图梳理逻辑、增强记忆点。!
!
下午想补个觉，好⼏几件事来电来信息找上我，

就没睡成。想看看电⼦子书，对着电脑眼睛难受，最终
还是决定去书店买纸质书了。IOE的mainbuilding进
门就有⼀一个Blackwell’s，这是⼀一个学术书店，有很多
专业书籍，偶尔还会有学⽣生折扣。这⾥里的书店⽐比较⼩小，
也可以在Blackwell’s的⽹网店⾥里查好书⽬目，到书店来预
约想要买的书籍。今天买了两本书，60镑。突然想
到，英国⼈人喜欢读纸质书、不喜欢电⼦子设备读书，会
不会是因为书都太贵了，怀着买本书不容易，⼀一定要
珍惜的⼼心态去读啊。!
!
像我这种在国内疯狂买书买了不看的⼈人，真可

恨！回国以后⼀一定要把书柜⾥里的书都读⼀一下。想念在
SHNU亚马逊每天中午来送货，拿到新买的书时，愉
悦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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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18!

2014年10⽉月14⽇日!

!
昨天上午有课，没有去警局注册，今天上午准备好所有材料准备去拼⼀一下⼈人品，看看

这⾥里的警察先⽣生会不会好⼼心的看着我所有材料都齐了，让我跟着今天预约的⼈人们⼀一起注册。
没想到这是⼀一个不宜出⾏行的⽇日⼦子，先是学⽣生账号⾥里没有复印打印的余额，再是student 
centre的复印机卡纸没法⽤用，好不容易材料全了，到了公交站点才发现，公交车站因为修路
的原因停⽌止使⽤用了。⼀一路磕磕绊绊的到了警局，居然还被门⼜⼝口发号的警察给训斥了，说什
么警局注册的事情⽐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比学校⾥里的课程重要，然后塞了⼀一张新的预约单给
我，并且吓唬我下次⼀一定要按时到，不然会有⼤大⿇麻烦的。真是不和蔼可亲。不知道外国留
学⽣生在中国警局注册时会不会也遇到这样的趾⾼高⽓气昂的架势。英国⼈人⽂文化传统中的绅⼠士都
是传说吗？怎么⼀一副⼈人上⼈人的样⼦子呢。!

（伦敦的公交车，到站⾃自⼰己按铃）                 （Borough Station地铁站的楼梯）!
!
话说回来，最近在伦敦发现了越来越多不⽂文明的现象。就拿闯红灯这件事情来说吧，

每天在红绿灯旁，看着⾝身边那么多⼈人刷刷刷的⾛走过，理直⽓气壮地闯着红灯，我都不知道⾃自
⼰己该过去呢，还是再继续等等。⼀一个新疆⼥女孩最近感叹，不知道英国⼈人除了会排队，显得
很绅⼠士之外，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优点，乱闯红灯、乱丢垃圾，没有国内的⼈人⽂文明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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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她与英国⼈人交流过关于排队这件事情，对⽅方告诉她，之所以英国⼈人喜欢排队，是想通
过排队这件事情维护⾃自⼰己的利益，⼤大家都排队了，就不会有利益之间的相互侵犯了。看了
她的感⾔言后，我恍惚：“原来是这个道理哦”。!
!
有了纸质书籍后，读课前材料的效率⾼高多了，对材料内容的理解也更深刻了。为了学

点东西，买书的钱还是得花得起的。IOE附近的blackwell’s⾥里的书会给学⽣生⼀一些折扣，这⾥里
30磅买到的书，国内amazon要⾄至少800块钱以上，所以就当收藏了。!
!
今晚Karen的课主要讲“Document Analysis, Policy Analysis & Lit Reviews”。课程还

是从互动开始，同学们先要思考⼀一下关于“英国最丑的蔬菜”的问题：如何找到英国最丑的
蔬菜、策略是什么样的？谁会请我们去调查英国最丑的蔬菜？⼩小组讨论，并共同得出上述
问题的答案。很明显，同学们都已经适应了上周上课时这种互动的模式，这次⼩小组讨论的
氛围更加活跃⼀一些。Karen是想通过这样的讨论，让我们去初步规划⼀一项⼩小型研究。!
!
读了“Real World Research”之后，似乎有点理解为什么这边的同学都喜欢思考问题从

⾮非常具体的⾓角度⼊入⼿手了，因为这个“Real World Research”就是为了微观的社会/教育研究提
供⽅方法论指导的，同学们功课都预习的很好啊。但我还是觉得研究问题可以⼩小，但是要能
够以⼩小见⼤大，不能只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
!
很奇怪，这门课程是由多位讲师合作的，但是合作形式与国内不同。国内如果⽼老师们

合作完成⼀一门课的教学基本上都是按照时间前后顺序的。⽽而这门课的合作讲师Dr. Crown每
节课都会来，⽽而且有时也会发表⾃自⼰己的想法、讲⼀一些内容。不过，我猜他还没有晋升为讲
师，理由就是嘛，他讲的真的不怎么好，声⾳音⼩小、不活泼、内容又不精彩，没法带动起同
学们的兴趣，偶尔还得寻求Karen的帮助。如果这是⼀一种新进教师练习讲课的⽅方式，那么就
⽐比较好了。通过合作⽼老师的课堂表现，可以给他们以后的独⽴立教学提供⼀一些启发和参考。
如果他不是新进教师，⽽而是要⼀一直这样讲下去，那实在是有点可怕，未来来上他课的学⽣生
们⼀一定也会像我们⼀一样难过的。!
!
第⼆二个互动环节是给每⼀一组发4篇⽂文章，每个组员读⼀一篇⽂文章，然后互相讲⼀一下⽂文章

的“highlight”，最后共同构建⼀一个阅读⽂文章时所需的“template”。我想，这是在锻炼⼤大家做
literature review时能够⾼高效地找到核⼼心内容、分析核⼼心内容、梳理资料脉络吧。第⼀一列内
容就是⼤大家最后总结在分析这四份材料时的框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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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居然多了⼀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大家

都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便签纸上，然后做⾃自我介
绍，并说⼀一说⾃自⼰己⽬目前最⼤大的困惑，再将⾃自⼰己名
字贴在research和leader对需要具备的能⼒力的相
应⽅方格⾥里。⾃自我介绍暴露了⼤大家的⾝身份，原来这
30多⼈人⾥里，有2/3都是中⼩小学教师，我也能想通
为什么他们/她们都喜欢从微观的课程实践出发
了。!
!
在总结环节时，Karen请同学们回去思

考，这样的环节能够学到什么？特别是对于政策
分析来说，能够学到什么？（例如，政策⽂文本的
获取、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政策⽂文本的组织形
式等）。这次课的作业，除了课前阅读外，还要
在下周⼆二（可能是下下周⼆二），画⼀一张⾃自⼰己那天
⼀一整天活动范围的地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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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19!

2014年10⽉月15⽇日!

!
昨天晚上分享到⼀一条关于如何⾼高效管理时间的微信。⾥里⾯面讲到的时间管理的三个关键

词还是挺有道理的：效率、优先级、提前计划!
!
· 效率 阅读材料时，3⼩小时完成和1⼩小时完成的区别在于⼤大脑的运转效率。提⾼高效率的

技巧包括——维持能量（该睡就睡，有助于提⾼高效率曲线）、提⾼高体⼒力（坚持运动）、集
中精神（尽量⼀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 优先级 列出要做的事情的list，然后排序，并且在出现冲突时，果断放弃优先级最低
的项⽬目。“⽐比决定想要什么更难但也更重要的，也许是决定不要什么”。!

· 提前计划 把⼤大事分解成具体的任务，在calendar上锁定做这些事情的时间。先把⾃自
⼰己处理重要事情的时间排出来，剩下的时间再处理其他事情。!
!
对于我⽽而⾔言，⽬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如何⾯面对眼前的任务进⾏行排序和取舍。好像什么

都⾮非常重要，但是如何什么都想做，那么可能什么都做不好，⼀一定要有权重分配才⾏行。!
!
对于今天来说，to do list上的任务有：①做好明天跟Karen见⾯面汇报这⼀一年学习规划

的准备；②预习周五Justice的阅读材料。!
!
这周五要讨论罗尔斯（Rawls）的“Justice as fairness”。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

提出了他的核⼼心思想——“the fundamental idea in the concept of justice is fairness”，并且
提出了两个原则：!

· each person is to have an equal right to the most extensive total system of basic 
liberties compatible with a similar system of liberty for all;!

·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are to be arranged so that they are both (a) to the 
greatest benefit of the least advantaged, and (b) attached to offices and positions open to 
all under conditions of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
第⼀一个是⾃自由原则，⽽而第⼆二个则是差别和机会平等原则，那么如何在这两个原则中进

⾏行抉择或者进⾏行平衡？差别原则就能达到补偿的⽬目的吗？公平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个⼈人导向
的还是社会导向的呢？很期待周五跟其他同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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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20!

2014年10⽉月16⽇日!

!
!
跟Karen约好中午11点

的第⼆二次tutorial，又提早
了⼀一些到main building，
准备到⾛走廊⾥里看看旧照⽚片，
顺便等等Karen，没想到她
今天也很早。我打印了上次
她布置给我的“作业”，做好
了这⼀一年学习期间的
academic plan，research 
plan和personal plan。!
!
academic plan主要是这⼀一年的选课情况，三个学期，每个学期⼤大概2-3门课，虽然看

起来少，但是每门课的阅读量都⾮非常⼤大，⼀一学期能学好两门课就不容易了，所以不敢多选。
听诺丁汉⼤大学过来读博⼠士的乐莺说，她的导师并不建议她选太多课，还是要留⼤大量时间做
⾃自⼰己的研究。research plan当然是要做好对伦敦教育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而personal plan
是想通过做志愿者、参观学校或者host uk等⽅方式对英国⽂文化和英国社会有更亲密的接触。!
!
Karen对我春学期和夏学期计划选修的课程⽐比较满意，多数以研究⽅方法的课程为主，

吸取这学期的经验教训，我在为⾃自⼰己后两个学期进⾏行选课规划时更看重授课教师，来了
IOE，⼀一定要多去听两门⼤大⽜牛的课程才⾏行。在伦敦教育研究⽅方⾯面，我提前找了两个⾃自⼰己⽐比较
有兴趣的点，并针对每⼀一个⾃自认为的breakthrough point讲了⾃自⼰己选择它作为研究对象的原
因和简要的研究计划。Karen很耐⼼心地帮我对这两个points进⾏行了研究意义、资料获取和可
⾏行性，还帮我找了⼀一些我⾃自⼰己没找到过的资料来源。讨论中，我们也发现，中外教育研究
者对⼀一些关键词的界定很不⼀一致，⽐比如urban education这个词，在中国学者的理解可能多
为：“出现在城市环境⾥里的各个⽅方⾯面的教育”，包括“⼀一切正式的、⾮非正式的和不拘泥形式的
教育”（胡森，波斯尔思韦特. 1990：436）。但是在英国提到urban education，⼈人们总是会

想到那些对弱势学校的补偿、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当然，来⾃自加拿⼤大的Karen也对urban 
education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总体上是与中国学者的理解相类似。所以，她和其他关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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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问题的研究者也希望在最近⼀一两年对urban education这个概念进⾏行深⼊入研究，重新
给urban education下⼀一个更为恰当的概念界定。!
!
今天的交谈中，Karen还帮我排除了最近⼏几天毕业论⽂文带给我的焦虑和不安，让我想

明⽩白了能够有这样amazing的机会到伦敦学习和⽣生活，最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她真的是⼀一个
特别有正能量的⼈人，不仅在课堂上特别有激情有吸引⼒力，⽽而且在每次交谈中都会让⼈人感觉
精神⿎鼓舞，对⽣生活充满热爱，⽆无论何时都⽤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各种状况。!
!
到伦敦的第20天，慢慢开始领会，⼈人⽣生中的amazing opportunities不多，如果遇到了

这样的机遇，⼀一定要好好把握珍惜，⽽而⾯面对与这些 opportunities相冲突、相阻碍的事情，
那么要适当的学会放⼿手，学会“let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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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21!

2014年10⽉月17⽇日!

!
 课前预习，我采⽤用了中英材料结合的⽅方法，结果预习的⽐比较失败。因为看晦涩难懂的

中⽂文资料占去了我⼀一部分时间，所以以后先只看英⽂文资料，有空余时间再看中⽂文资料进⾏行
补充。!

!
上图中，坐在中间和右边的这两位同学就是这个reading seminar的组织者。左边这位

再我看来，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教育哲学家啊，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善于⽤用简单的符号来
解释复杂的关系。例如，这次分析Rawls的两个原则时，他就⽤用简单的图表来帮我们分析这
两种原则到底是如何呈现的（如下图）。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直观地分析每⼀一个原则的优缺
点和这些原则之间的关系。!

Principles of Rawls

A B

principle 1 2 2 equality to liberty

principle 2（a） 1 9 for individual’s biggest benefit

principle 2（b） 3 6 open to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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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罗尔斯的原则，好⼏几个同学都有⾃自⼰己的质疑，并且都⽤用⾃自⼰己研究的问题作为案例

解释。我们⾃自⼰己讨论来讨论去还有很多疑惑，⽐比如morality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individual和insititution的关系与不同需求是什么，如何平衡？此外，我们还需要将Rawls
的观点放在哲学史和政治哲学史的脉络中加以梳理，追溯⼀一下他提出他的观点的起源，也
要清醒的认识到Rawls正义论在philosophy of justice的整个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
我感觉，这个时候很需要⼀一个教授来帮忙破解迷津，但是我这些可爱的同学们还是很

满意这种讨论的⽅方式。下周我们会来讨论诺齐克（Nozick）的分配正义理论，期待新收
获。!

!
下午去了中国城，买到了最熟悉的李锦记蚝油、料酒、嫩⾖豆腐，这⾥里还有藕啊、冬⽠瓜

啊、萝⼘卜啊、⽩白菜啊之类的中国特⾊色蔬菜，各种⾹香菇、⽵竹荪之类的⼲干货，各种⽅方便⾯面、速
冻⽔水饺……好多⽼老外组团在伦敦逛中国城，我个⼈人很不理解，如果不是去买蚝油，我恐怕
不会主动去逛那⾥里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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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22!

2014年10⽉月18⽇日!

!
周末清晨，⽕火警警报又响了，⽽而且响了很久很久很久，

逼得⼈人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跑下去。然后每次都是虚惊⼀一
场。!
!
既然有了morning call，那也不再睡了，吃好早餐，去

了步⾏行5分钟就能到British Library，周末不能办卡，没办法
看馆藏，就在2-3楼的⾛走廊⾥里寻找座位。不怕吵的同学来这⾥里
学习还是很好的，沙发座位舒适、每个桌⼦子旁边都有电源接
⼜⼝口，楼下还有餐厅，⾛走廊⾥里还有免费饮⽔水处。IOE的地理位
置真好，步⾏行⼏几分钟就可以到British Library和British 
Museum，周末来图书馆、平时去博物馆，这样就可以避开
⼈人潮⼈人海了。!

        晚上是第⼀一次kitchen mate聚餐，英国⼤大叔James带我们
去体验伦敦的pub，吃著名的fish & chips，喝最local的啤酒。
我们这个厨房有3个英国男⽣生、1个⽇日本男⽣生、1个新加坡⼥女
⽣生、1个韩国⼥女⽣生和4个中国⼥女⽣生。平时我们⼏几个中国⼥女⽣生总
会凑到⼀一起做饭，有时其他楼层的中国⼥女⽣生也会⼀一起来凑热
闹，导致⼩小⼩小的厨房常常挤的没法转⾝身，给单独做饭的其他
国家的同学造成不少困扰。!
!

kitchen mate的这次聚餐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英国式⽣生
活的了解，也能够让这些同学们更接受我们这些中国⼥女孩。
在pub⾥里，只有我们点了晚餐，⼤大多数英国⼈人都是只点⼀一杯
啤酒，也不怎么喝，握在⼿手⾥里或者放在桌上，然后站在那⼉儿
⼤大聊特聊，都超级开⼼心的样⼦子，然后⼀一杯酒聊⼀一晚上。听师
兄说pub的不同位置有不同的功能，这次没来得及了解，下
次再到pub时可以问⼀一问，算是又多了⼀一个可以向James请教
的话题。

2012级⽐比较教育学专业郭婧    学在伦敦 -LEARNING IN LONDON



!
伦敦留学⽇日记_23!

2014年10⽉月19⽇日!

到伦敦后，还没有对⼤大伦敦各个区有⼀一个清晰的地理位置分布概念。今天周⽇日没什么
要忙的，周⼀一的课也没有给提前要看的材料，所以出去⾛走⾛走。想⼀一个区⼀一个区转过来，看
看不同样⼦子的伦敦（交通费有点⼩小贵~~）。!
!
今天去的是哈克尼区（London Borough of Hackney），它也属于内伦敦的范围之内。

由于Hackney与伦敦的传统东区相毗邻，所以看起来没有卡姆登区看着那么热闹繁华，⼀一路
上都觉得很安静，像是到了悠闲的⼩小镇上的感觉。这⾥里离“开膛⼿手杰克”经常犯案的⽩白教堂
（White chapel）不远，可惜今年9⽉月“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被确定了，波兰移民亚伦柯
斯⽶米斯基被锁定后，“开膛⼿手杰克”的故事也就不再那么神秘了。!
!
⽬目前，哈克尼区政府似乎想把这⾥里打造成伦敦的新的奢饰品购物中⼼心，建造另⼀一个⽜牛

津街。其实，就是在这⾥里招商了很多奢饰品牌的折扣店，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前来购物。随
着其⽐比邻的东区，创意产业发展越来越迅速，可能也会给哈克尼带来⼀一些新的发展前景吧。
!
!
从教育⽅方⾯面来看，哈克尼区

⽐比较有特点的是设⽴立有“哈克尼学
习信托”（Hackney Learning 
Trust）。“哈克尼学习信托”从
2002年开始与哈克尼区委员会合
作，提升哈克尼区的教育服务⽔水平。
!

它是英国第⼀一个接收整个区
委员会所有教育职能的私⽴立⾮非盈利
公司，不仅负责基础教育事务，⽽而
且为年轻⼈人提供终⾝身发展的机会
（https://
www.learningtrust.co.uk/Pages/
About_U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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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留学⽇日记_24!

2014年10⽉月20⽇日!

!
         正式上课的第三周，终于听到了⼤大⽜牛的课。今天
的CDR有Professor Paul Dowling来讲研究⽅方法，他专
长于社会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方法。CDR这门课⽤用的主
要教材就是他的“Doing Research/ Reading Research”
第三版。课程从“what is research about”这个问题开始
导⼊入。之后的主要内容是辨析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之
间的异同点和优缺点。这节课对我最受⽤用的不仅是⽅方
法上的辨析，还有Professor Paul Dowling对学术论⽂文
写作的⼀一种态度。他说在学术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要
认真地读⾃自⼰己写下的每⼀一句话，并且对每⼀一句话都做
⼀一个defense”。!
!
 每次上课我都会换⼀一个⼩小组，这样可以跟不同的同学

讨论，⽽而且我还在偷偷地学习欧洲同学预习的⽅方式和记笔记的⽅方式。例如在讨论这个问题
时，我发现好⼏几个同学都已经预习过相关内容，⽽而且⽤用概括式的⽅方式提前做过笔记了，所
以在讨论时，⼤大家就可以有很多话讲。!
!
下午再⼀一次去警局注册，排队的⼈人挺多，有第⼀一

次注册的，也有更换地址再次注册的。第⼀一次注册的时
候需要带护照原件、护照⾸首页和签证页复印件、注册信
息登记表、2张护照尺⼨寸的照⽚片、34英镑。今天的警察
⼤大叔和阿姨都⾮非常nice，真是在哪⾥里都会有和善的⼈人和
⾯面⽬目可憎的⼈人，不分国度。!
!
注册结束后，开始第⼆二次brisk walking，

overseas visitors records office在萨瑟克区
（Southwark），这⾥里离伦敦塔桥不太远，所以向伦敦
塔桥出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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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桥是伦敦泰晤⼠士河⼜⼝口算起的第⼀一座桥，象征着伦敦的正门，塔桥可以从中间抬
起，以便船只通⾏行。伦敦塔曾经是皇家宫殿，后来被⽤用作堡垒、军械库、监狱等。⾎血腥玛
丽统治时期，曾将伊丽莎⽩白⼀一世囚禁于此。现在的塔群是英国著名的博物馆主义，⾥里⾯面藏
有很多绝世珍宝。!

!
今年为纪念⼀一战100周年，伦敦塔种植了⼤大量的陶瓷罂粟花海，纪念⼀一战中的逝者。

每晚6点30分左右，都会有⼀一位长官诵读180位⼀一战中去世的军⼈人的名字，之后黎明号⼿手吹
响军⼈人哀礼号。!
!
今晚的整个纪念仪式开始后，全场上千名围观群众⽴立刻鸦雀⽆无声，默默哀悼。礼号时

⽽而低沉哀鸣、时⽽而激涌奋进。礼号结束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没有过多的话语，⼈人民
⽤用真挚的掌声，怀念和感激那些为国家为和平献⾝身的逝者。仪式结束后，站在我前⾯面的那
位⽼老妇⼈人转⾝身擦拭眼泪，我也感同⾝身受⼀一般，仿佛看到了战场上的残酷杀戮以及平民百姓
的流离失所，和平万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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