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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发现，无论自己清晨醒得多
早，总有人比自己提前奔波在前进的路
上；无论自己多么努力，总有人比自己挥
洒的汗水更多？在这个万千考生经历人
生大考的 6 月，我们从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出国留学培训基地撷取了几名学生的
小故事以飨读者。虽然他们年龄年级不
同，人生阅历各异，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用信念弹奏人生乐曲，用奋斗谱写追
梦华章……

何印：丰盈·多彩，我用阅历体味人生

何印远在哈萨克斯坦且工作繁忙，即
使隔着电脑屏幕也能感受到何印的稳重
和风趣。

2013年 9月 7日，哈萨克斯坦首都阿
斯塔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
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
来》的重要演讲，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宏伟倡议。9月8日，习近
平抵达塔什干，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
国事访问，开启了中乌两国共谱丝绸之路
文明发展的新篇章。当时，何印被中国驻
乌兹别克斯坦大使馆借调，担任外交部部
长王毅的联络员，并在现场见证了这一历
史性时刻。

2007年，何印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于阿塞拜疆国立石油大学油气田开发专
业。2009年，他如愿进入中国石油天然气
勘探开发公司工作，在海外项目公司从事
人力资源和行政管理工作。由于能力突
出、俄语流畅，他曾多次被我国驻乌兹别
克斯坦大使馆借调，有幸参与了习近平、
李克强、胡锦涛、吴邦国等国家领导人访
乌期间的接待工作。我国驻乌兹别克斯
坦大使馆颁发的一张张感谢函与表扬信，
诉说着何印在海外经历过的精彩人生。

在十年海外工作生涯中，何印先后在
中油国际阿克纠宾项目、乌兹别克斯坦项
目、曼格什套项目等海外项目公司工作。
他勤奋工作、兢兢业业，同时认真体会资
源国的多元文化传统与风土人情，哈萨克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传统文化，在这个

“80后”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其间，何印亲历和见证了我国石油企

业积极参与国际油气合作与竞争的光辉
历程，以及取得的非凡成就。他目前所在
的中油国际曼格什套项目公司，从 2009
年收购至今累计向哈萨克斯坦政府上缴
税费 104 亿美元；900 余家当地企业参加
油田开发，直接获得项目订单 56亿美元，
商品、劳务和服务合同中本地含量占
78%，为当地人员提供 2 万余个工作岗
位。此外，该项目还大力捐助各项社会事
业和公益项目，累计金额已达上亿美元。
曼格什套项目凭借突出的社会效益和出
色的工作成果打造了“中哈文化融合和油
气合作的新典范”。项目结束后，何印担
任该项目雪豹子公司的开发副总经理一
职，继续他的拼搏生涯。如今，何印准备
回国工作，并兼任北京义工协会培训部副
部长。他有自信，凭借十年的海外工作生
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自己一定能在国内
创造一片崭新的事业天地。

李春龙：信念·坚持，不言弃的负重行者

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能被呵护在温
室中。李春龙，这个出生在农村家庭的小
伙子，在踏入学校的那刻起，便很清楚自
己相比周围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身上多
了一份重量。

2016 年 10月 30日，李春龙的父亲在
干农活时突发重病，住院费用高达 35 万
元，这对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无疑是
难以承受的数字。出国留学培训基地的
老师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便在网上帮
忙筹集捐款，聚众人之力帮助李春龙共同
渡过了难关。家庭的负担、父母的期望、
学校的帮助、自己的梦想，所有一切都化
为重量渗透在这个年轻人的血液里，成为
他砥砺前行、追求卓越的动力。2017年于
俄罗斯秋明工业大学本科毕业时，李春龙
在百分制的俄罗斯国家毕业考试中取得
了 96 分的好成绩，并满分通过了毕业论
文答辩，获得了彰显着优秀的红本毕业
证；同时，还被保送为俄罗斯秋明工业大
学公费研究生。

提到以往的求学时光，李春龙记忆犹
新。在出国留学培训基地的两年求学期
间，李春龙利用一切时间汲取知识。两年
如一日，一刻不敢懈怠。国内就读期间，
李春龙连续两年四个学期被评为“优秀学
生”和“优秀班级干部”，获得了奖学金，还
因为成绩突出和在校期间的良好表现，被
评为校级“优秀团员”。

2014年秋天，李春龙赴俄罗斯秋明工

业大学开始国外求学生活。预科期间，李
春龙所写的俄语文章《俄汉意识形态中的
春天》被编入俄罗斯秋明工业大学预科系
的对外俄语教学教材。预科考试中，李春
龙所有的科目都是全 5分通过，他的预科
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被挂在俄罗斯秋明
工业大学教学楼走廊的墙上展示，学校领
导和老师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评价，称其
是最优秀的中国留学生。接下来的两年
间，李春龙所有的专业课均为全 5 分通
过。此外，他还在课业之余参与了学校的
各样活动，获得了学校留学生俄语演讲比
赛第一名、全俄高校大学生奥林匹克竞赛
——对外俄语大赛第二名等荣誉。

如今，硕士在读期间的李春龙，担任
了留俄总会秋明学生分会的主席，并依旧
保持所有学业全优的好成绩。“我要感谢
石大的培养，感谢各位领导、老师的帮
助。五年的求学生涯让我知道：人生只要
努力不言弃，一切便皆有可能！”一句话透
露着年轻人满满的感激之情。

侯宇昂：振翅·翱翔，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初见侯宇昂，这个气质出众的少年便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举止开朗又不
失风度，张扬与内敛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
美的融合。

2018年3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2018
年 CSCSE-SQA HND 项目年会上，侯
宇昂从英国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总裁
珍妮特·布朗博士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国际合作处张海霞处长手中接过证书，当
选 为 2018 年 SQA HND 项 目“ 理 想 大
使”。镁光灯前这张还稍带稚气的面庞背
后会有着怎样的故事？伴着一缕沁人的
茶香，侯宇昂缓缓讲述了他的心路历程。

2016年 9月 5日，侯宇昂兴致勃勃地
踏入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大学的校园，
成为一名出国留学培训基地的学生。他
一改高中时怯懦的性格，很快融入了新鲜
的校园生活。因为家庭教育，侯宇昂的英
文口语及听力水平颇高，针对自己的优
势，他积极地把握所有锻炼与展示自我的
机会。入学前的出国留学培训基地英语
区暑期衔接班，他主动请缨进行全英文结
课总结，入校后加入了学校英语协会与中
外联谊协会，并于大二担任校英语协会副
会长职务。在这期间，他参与组织策划了
包括英语角、石油人文学术英语论坛、英
语协会大讲堂、万圣节晚会等在内的一系
列校级社团活动。除此之外，侯宇昂还特
别注重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利用寒暑假
赴日本访学，担任山东省图书馆志愿者、
青岛西海岸新区珠山小学志愿者，并与中
英共 16名学生一道参与名为“东游记”的
中西文化交流之旅。更为可贵的是，他并
没有因为充实的业余生活而耽误了学业，
学习成绩位列 2016 级英语区前三，并于
2017年 3月、9月分别获得出国留学培训
基地一、二等优秀学生奖学金，担任班长
期间带领班级荣获“先进班集体”。

所有的一切都彰显着侯宇昂的努力与
优秀，也正是因为此，他得到了英国苏格兰
学历管理委员会的肯定与认可，被评为
2018年SQA HND项目“理想大使”。谈此
殊荣，他谦逊地笑笑，说上述成绩的取得，
除了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学校和出国留
学培训基地领导、老师们的悉心培养：“很
感谢出国留学培训基地老师们的举荐，是
他们给了我自信和动力；还要感谢学校提
供的机会和平台，让我能与优秀的同窗切
磋交流，给了我更大的提升空间。”

谈及接下来的计划，侯宇昂表示，将
继续参与更多的省级及国家级比赛，内容
涉及文学、摄影、互联网等多个领域。同
时，利用假期时间，寻找更多跟所学国际
商务与贸易专业相关的实践工作，以更加
丰富自己的社会阅历，为出国深造打下更
坚实的基础。

陈嘉伟：追光·逐梦，我始终在路上

与陈嘉伟的交谈，发生在英国时间午
夜一点。这个大男孩刚刚结束了期末考
试，夜深未寐，听得出电话那头的声音带
着些许轻松释然。善谈且有想法，是与他
接触的直接感受。

2016年炎夏，陈嘉伟提前修完了国内
学分，并凭借遥遥领先位列 2014 级英语
区第一的国内课业成绩，申请将“3+2”的
培养模式变为了“2+2”，提前一年去国外
完成学业。

优异时常与上进画等号，奇迹不过是
努力的另一个名字。交谈当下正值国内
高考时节，男孩袒露心扉，每年的高考都
会让他思量彼时，倍加感慨。因为曾经的
年少轻狂，陈嘉伟两次高考都未能达到自
己的预期目标。2014年 9月 5日，陈嘉伟

进入出国留学培训基地开启一段新征程，
这一次，他选择不再辜负家人的期待，为
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前进的路上搏一把。

从那时起，自习教室、宿舍都会有他
捧书苦读的身影，课后在老师身边追问探
讨也变成了常态。这一切看起来再正常
不过的学生举止，在相对轻松的大学环境
中却显得那么特别而又可贵。“不忘初心，
将我能做的做到最好，让曾经的遗憾不再
发生”，男孩说这句话就是所有他能想到
并努力去达成的。

对于在国外的学业，陈嘉伟也有自己
的想法与打算。出于对专业与人生规划
的考虑，他毅然决定改学机械专业，并看
中了机械专业英国排名前五的阿伯丁大
学，他喜欢那里的校园文化与历史，想去
那里继续梦想。在此之前，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与阿伯丁大学还未有合作关系。
然而，出国留学培训基地的领导和老师们
看到了男孩的优秀与执着，也尊重他对于
未来的考量，经过积极与阿伯丁大学联系
协商，陈嘉伟如愿去了心仪的大学。在国
外的两年中，男孩在逐梦路上继续前行，
过半数课业都取得了A的好成绩。“我很
感谢中国石油大学让我感受了高校的文
化氛围与校园生活，也感谢这种教育模式
让我能体验东西方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
经历，这有利于我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未
来。”如今快要毕业的他，已顺利完成毕业
论文，并计划考取英国排名第 8位的格拉
斯哥大学的研究生，继续充实提高自己。

王心悦：青春·前行，不一样的蜕变与绽放

与王心悦在咖啡厅的会面，女孩说话
轻声细语，安静且略显局促。与印象中的

“95后”不同，对于突如其来的会面，女孩
有些慢热。谈及自己的学业与生活，女孩
渐渐敞开心扉，娓娓道来。

王心悦来到出国留学培训基地学习
已两年光景，回忆初到学校的情形，女孩
坦言自己那时因为高考的失利，加之性格
内向，面对新环境时常不自信，想要改变
却无从下手。出国留学培训基地的老师
们看到了王心悦渴望改变的想法和女孩
身上的潜力，提供更大的平台鼓励她去尝
试，创造更多的机会鼓励她去展示，希望
借此帮助女孩建立自信，勇敢去做自己感
兴趣并且想做的事情。

在校的这两年期间，王心悦没有让帮
助关心她的人失望，学习上女孩始终刻苦
努力，从刚入学的仅仅中游水平，到后来
的 2016 级英语区学生总评第一名，并于
2017年 3月、9月两次获得出国留学培训
一等优秀学生奖学金，2018年 3月获得出
国留学培训基地二等优秀学生奖学金，女
孩付出的汗水可想而知。在保证学业的
基础上，女孩在班级管理方面也体现出了
突出的才能，她曾任班级团支书，现任班
长职务。女孩用独有的人格魅力在同学
中建立了威信，将2016级英语区2+2一班
这支个性鲜明的小团队管理得有声有色，
得到老师同学的一致认可，并在 2017年 5
月获评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

最让周围人感到欣喜的是，王心悦这
个最初内向胆怯的小女孩，经过两年的历
练与成长，变得渐渐开朗活泼起来。因为
兴趣所在，她还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
活动，学校“芳华杯”排球赛，出国留学培
训基地英文书法比赛、英语歌曲大赛、
LOGO设计大赛、毕业晚会等活动都能见
到女孩的身影。网络上女孩与舍友们录
制的幽默视频，让人很难跟眼前这个乖巧
文静的女孩联系在一起。“在学校的两年
时间，让我发现了自己不同的一面，这么
多的机会和选择让我知道，我的生活原来
可以这样的多彩纷呈”，女孩有些腼腆地
笑道。她表示，接下来会积极准备出国事
宜，争取出国后尽快适应语言环境，继续
夯实专业课基础，以优异的成绩度过加拿
大求学生涯。

背景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出国留学培训

项目于 2002 年启动，致力于面向高中毕
业生，以“语言培训+学分转移”模式，与
国外高校进行国际化、复合型人才联合
培养。经过十多年发展，学校已建成教
育部出国留学培训基地，获得教育部自
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资质和 SQA HND
办学资质，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以石油和
经济相关专业为主、国内学习与国外学
习相结合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合作
院校覆盖英语、俄语两大语区的 76 所知
名高校，形成“2+3”“2+2”“3+1”等联合
培养模式，构建了“全景式”教学模式。
累计派出各类合作交流学生 3000 余人，
签证通过率 100%，就业升学率一直保持
在95%以上。

筑梦石大 逐梦远航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出国留学培训基地优秀学生掠影

记者 陈峰 通讯员 刘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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