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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学院第三期英国访学项⽬简介

       英国访学项⽬是我校全额资助的学⽣国际交流项⽬，旨在提⾼学⽣国际化
视野、引导学⽣努⼒学习、全⾯发展，充分体现了学校的公益办学理念，提升

了学校的社会影响⼒。

       武汉学院第三期英国访学项⽬时间为2019年1⽉14⽇⾄1⽉28⽇，我校学⽣
赴世界名校剑桥⼤学进⾏课程学习交流并游览参观伦敦、剑桥、⽜津三地。

       剑桥⼤学耶稣学院根据我校全⼈发展理念，为我校量⾝设计了丰富的通识
课程，课程涉及经济、政治、建筑、天⽂、地理、数学、法律、极地研究、历

史等多个学科，授课教师为剑桥⼤学相关领域的教授、博⼠。在课堂学习之

外，学⽣参加了⾼桌晚宴，与剑桥⼤学学⽣⾯对⾯交流，拜访了世界领先的半

导体设计与软件公司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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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选拔

         2019年英国访学项⽬的选拔⼯作于2018年11⽉5
⽇开始，11⽉19⽇结束。本次选拔向全校各年级各专
业开放，择优录取。凡学习成绩优秀（均分85分以
上），英语⽔平良好，积极参加全⼈发展教育中⼼组织

的活动，在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违纪违规⾏为，⾝

体状况符合出国的相关规定的学⽣均可报名。

        选拔流程为：第⼀轮英语笔试、第⼆轮中英⽂⾯
试、第三轮校领导终⾯。

        选拔过程公平公正公开，所有阶段的选拔结果都
向全校公布，接受全校师⽣的检验与意⻅反馈。最终名

单产⽣后将名单公⽰于学校主⽹以及企业微信公众号。

各院系报名情况

⼯作总结

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项⽬⼯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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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准备

        ⾏前准备主要包括了学⽣英语综合能⼒培训、⾏
前说明会、出境⼿续办理、项⽬内容制定等⼯作。英国

访学项⽬的主要内容为剑桥⼤学为武汉学院设计的全英

⽂授课课程，因此对参与项⽬的学⽣的英语综合⽔平有

较⾼要求。国际交流与教育学院配合⼈⽂学院安排了英

语综合能⼒培训，培训共计24学时，持续5周。此外，
为了让学⽣能提前了解项⽬内容并作出相应准备，国际

交流与教育学院组织了往届英国访学学⽣分享会、签证

办理说明会 、项⽬安排说明会、⾏前安全教育会等多
场培训，为项⽬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在⾏前准备阶

段，校领导重视我部⻔的⼯作，关⼼学⽣的准备情况。

校⻓李忠云、校董⻢逸灵、常务副校⻓刘科成访学团成

员发表讲话，向学⽣提出了希望、要求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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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实施

       本次访学⾏程安排丰富，学⽣收获颇多。剑桥⼤
学耶稣学院精⼼安排了15位来⾃不同领域的学者为学
⽣进⾏了约25小时的授课，并且安排了剑桥本地的⽂
化考察、企业参观、⾼桌晚宴等活动。剑桥⼤学耶稣

学院主席Dr. Stephen Siklos全程陪同参与了学⽣在
剑桥的⼤多数活动。学⽣向Dr. Stephen Siklos进⾏
了2次演讲汇报。在学习之余，学⽣共计前往了23处
⽂化考察场所全⾯深⼊了解了英国⽂化。此外，在刘

科成常务副校⻓的邀请下，学⽣访问了雷丁⼤学，了

解了雷丁⼤学的历史及发展状况。刘科成常务副校⻓

及雷丁⼤学⼯作⼈员接待了访学团。为了保障学⽣的

⼈⾝安全以及活动参与质量，带队⽼师周权全程陪同

学⽣参与了所有活动，并与相关⼯作⼈员联系沟通，

保障项⽬顺利进⾏。组织学⽣进⾏了访学⽇记的编

写，每⽇由公共与宣传处在学校公众号上发布。

      英国访学项⽬为我部⻔的年度关键⼯作，为确保
项⽬能够顺利实施，我部⻔制定了完善的⼯作安排并

在项⽬的实际运⾏过程中按照计划实施。在英国期

间，学⽣未出现健康问题及⼈⾝、财产损失。在课堂

学习与各项⽂化考察活动中均未出现缺席、迟到、早

退等情况，纪律良好。⾃项⽬启动到项⽬结束历时3
个⽉，尽管⼯作周期较⻓、过程繁琐复杂，但在我校

各级领导和剑桥⼤学耶稣学院的⽀持下、部⻔⼯作⼈

员的共同努⼒下，最终顺利圆满完成本次出访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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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 初遇剑桥
⽂字：张渝、林⼦薇
图⽚：周权、张渝、林⼦薇

        英国当地时间2019年1⽉14⽇，由13名学⽣组成的武汉学院2019英国访学团抵达剑桥
⼤学耶稣学院，正式开启了英国访学之旅。

        15⽇上午，剑桥⼤学耶稣学院主席Stephen Siklos 教授为学员们举⾏了欢迎仪式。接
着由Nick Ray教授为⼤家开启了第⼀堂课程的学习。下午，Mr. Robert Athol和Mr. 
Jason Richards的带领下参观游览了耶稣学院和教堂⾥的管⻛琴阁楼。

Stephen Siklos 教授为学员赠送纪念品

访学⽇记 4

“开学”第⼀课，世界顶级学府教授讲

了什么？

       在剑桥⼤学的第⼀堂课是由Nick 
Ray教授为⼤家介绍剑桥的建筑。他为
学员们欣赏剑桥建筑提供了五种思路：

地⾯考古、城市景观与跨⽂化形态问

题、建筑样式的排列组合、技术的展⽰

和精神⽂明象征的载体。Nick向学员们
介绍道，剑桥⼤学的学院，就和北京的

建筑⼀样，最初⼤多都是四合院的形

式，正中是⼀个绿草如茵的院落，周围

是四撞围合式建筑。

        通过Nick的讲解，学员们对剑桥的
建筑有了⼤致的了解，从历史、⽂化交

流、科技、样式、内涵五个⽅⾯的解读

不仅适⽤于剑桥的建筑，也同时适⽤于

英国建筑。这堂课让学员们感受到了剑

桥严谨的学术氛围并对剑桥的建筑⻛格

有了⼀定的了解。下午，Robert带领⼤
家游览耶稣学院，再⼀次从实践⽅⾯巩

固了学员们对剑桥建筑的理解。

 
游览耶稣学院，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

耶稣学院拥有剑桥最精美的中世纪建

筑。该学院成⽴于1496年，位于圣拉黛
贡德⼥修道院旁，原修道院的许多建筑

物⾄今仍然存在，如仍旧存在的12世纪
的教堂，是这个城市最古⽼的⼤学建

筑。同时学院还包括⼀些让⼈⼀⻅倾⼼

的近现代设计，如⼀些现代雕塑和彩⾊

玻璃窗⼾。

耶稣学院的庭院

访学⽇记



        令⼈感慨的是剑桥的建筑总能将古⽼的建筑顺利融⼊新校园，充分展现了现代与古
典的完美融合。⾏走在其中，别有⼀番体会。

俗话说“细微之处⻅精神”，在这所古⽼的学院⾥，还有许多⽣动活泼的细节。Robert
指着⼀处刻在⽯柱的图案向学员们介绍道，由于学⽣在排队打饭的途中闲得⽆聊于是就

在⽯柱上磨⼑、刻画。在古籍图书馆⾥，Robert翻出⼀本旧书，他告诉我们有趣的是在
书的开头笔记完整，而到了书的中间部分，笔记就完全消失了。Robert笑着解释道，他
觉得可能是读这本书的⼈觉得书的内容太⽆聊了于是就放弃阅读了。

        耶稣学院游览结束后，在剑桥学⽣Jason的带领下，学员们来到教堂上的管⻛琴阁
楼，近距离了解了管⻛琴这⼀独特的乐器。管⻛琴是世界上最⼤的乐器，不仅体积⼤，

而且它的声⾳宏⼤。在欧洲的⼤教堂⾥，管⻛琴⽤于做礼拜时⽤。管⻛琴的声⾳同唱诗

班的歌声⼀同响起时，充分的营造出⼀种神圣庄严的氛围来。

 
总结与感悟

        在第⼀天的⾏程中学员们从剑桥的建筑出发，在游览之⾏中逐渐领略这所世界顶尖
学府的魅⼒。古⽼⼜充满⻘春的活⼒的剑桥⼤学向我们诉说着，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发

展。这就是英式的⼤学城，在英国传统的⽂化⽓息下，孕育着对新时代憧憬、向往的灵

魂。与剑桥⼤学的初遇美好而深刻，相信学员们定能在此收获满满，正如剑桥⼤学校训

所⾔：“From here we receiv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

访学⽇记 5



Day 2 科技智慧与⼈⽂情怀
⽂字：张渝、林⼦薇
图⽚：周权、张渝、林⼦薇

       16⽇，学员们来到剑桥课程学习的第⼆天。上午，由Dr Stephen Siklos和Dr Michael 
Kitson分别为学员们授课。下午，Ms Kirsten Martin带领学员们开展Walking Tour Of 
Cambridge的活动。
        上午第⼀堂课，Dr Stephen Siklos给⼤家讲授相关物理知识。他有提到伽利略卫星和
开普勒定律。哈雷彗星，⽤哈雷命名这颗彗星并不是因为哈雷发现了它，而是哈雷成功预

⾔彗星会回来。他顺便向⼤家推荐了⾃⼰⼗分喜欢的⼀套书《三体》，学员们也⼗分感兴

趣。课间还有学员向教授提相关问题或⾃⼰的疑惑，学习氛围⼗分浓厚。

Stephen Siklos 教授给学员推荐《三体》

访学⽇记 20

        第⼆堂课，Dr Michael Kitson给
⼤家讲授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教授提出如今全球化带来
的问题⼈口增⻓、城市化、⽓候变暖、

机器数量增加、保护主义和不公平问

题。同时教授对于全球化有着极⼤的热

忱，他认为应该促进⽂化交流，共同解

决国际问题。教授的讲解让同学们对于

全球化进程和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

  
       下午，Ms Kirsten Martin带领着学
员们游览整个剑桥⼤学。

 
卡⽂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
卡⽂迪许实验室是剑桥⼤学的物理系，

由电磁学之⽗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于
1871年创⽴，1874年建成实验室。卡⽂
迪许实验室是近代科学史上第⼀个社会

化和专业化的科学实验室，催⽣了⼤量

⾜以影响⼈类进步的重要科学成果。⾃

创⽴⾄今，先后产⽣了28位诺⻉尔获得
者。

Cavendish Laboratory

访学⽇记 6



 剑桥⽜顿苹果树Newton’s Apple Tree
        1661年，18岁的⽜顿进⼊剑桥⼤学的三⼀学院，在这⾥，这位世界近代科学的巨⼈
创⽴了微积分，后来⼜发现了三⼤定律。在三⼀学院的⻔口，学员们⻅到了著名的⽜顿

的苹果树。

 
时间⻝客Time Eater Clock
        时钟由8名⼯程师和⼯匠耗时5年铸造而成。表盘上刻有排列成3个同⼼圆圈的缝隙，
每⼀圈包含60个缝隙。表盘边沿趴着⼀只形态似蚂蚱⼜似蝉的机械昆⾍，定时沿表盘爬
⾏。昆⾍每动⼀次，激发照明装置发出光亮。光影掠过缝隙构成的圆圈，表⽰分秒流

失，而后，光亮停在正确的位置，显⽰时间。除造型特别，时钟还能发出怪异声响。每

到整点，钟表会发出响声，意在提醒⼈⽣短暂。

⽜顿苹果树 时间⻝客

访学⽇记 7



Day 3 全球化的感悟与⾃然⻛光的体验
⽂字：李沁怡、李⽅⾈
图⽚：周权、李沁怡、张渝

        2019年1⽉17⽇，上午学习了Peter Nolan教授的全球化课程和Shailaja Fennell教授
的⻘年教育和就业课程两节课，下午参观安格尔西岛修道院，在学习的同时考察了英国的

地域⽂化。   
全球化引发的思考

        第⼀节课由Peter Nolan教授讲解的关于全球化的知识，Nolan教授⻛趣的讲解，以及
他对熟练的中⽂让我们对课程有了更深⼊的理解。

最有意思的是他的中⽂讲解，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天下为公”，

让我们从中国的传统⽂化中看到全球化的影⼦。他详细分析了全球化体现在哪些⽅⾯，例

如经济，科技，信息和⼈口等等。同时也讲解了全球化的优点和弊端，使我们对这个热⻔

话题进⾏了辩证的思考，印象深刻。

Peter Nolan教授与学员们合照

访学⽇记 20

        第⼆节课是由Shailaja Fennell
教授讲解的⻘年教育和就业课程，

Fennell 教授是Nolan教授的学⽣，
她们研究问题的⼤⽅向也是⼤致相似

的。在这节课中，Fennell教授贴切
的描述了⽬前我们教育存在的问题和

⻘年⼈所⾯临的挑战。

发⼈深省的是教授讲到的教育资源分

配的不公平，这在中国体现得⾮常明

显，我们教育资源还较为缺乏，能提

供给年轻⼈并不多，并且分配很不均

匀，发达地⽅例如城镇，教育资源更

多更好⼀些，而在偏远的农村或者⼭

区地区也许只能拥有很少⼀部分资

源，她提到我们必须在教育上投⼊更

多，尽量满⾜每个⼈的需求。同时也

需⾃⼰努⼒，提⾼核⼼竞争⼒，才能

得到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

 
古堡的异域⻛情

        下午我们参观了安格尔西岛修道
院，位于英国剑桥东北部。这所房⼦

和它的⼟地归国家信托基⾦所有，作

为安格尔西修道院、花园和

Lode Mill地产的⼀部分对公众开
放，尽管部分仍然是Fairhaven家族
的私⼈住宅。

Shailaja Fennell教授讲解⻘年教育和就业课程

访学⽇记 8



        最有名的是它的花园，景⾊⾮常优美，天空湛蓝的如刚洗过⼀样，空⽓特别清新。
同时这⾥的景观花园深受游客的欢迎。

 
总结与感悟

        来到剑桥的第三天，我们对于全球化有了更深层的领悟，也对于教育与就业有了更
深刻的思考。同时我们通过领略英国特有的⾃然⻛光，贴近了⼤⾃然，感受到造物主的

神奇之处。

Fairhaven家族的私⼈住宅 安格尔西修道院花园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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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4 探索南极的奥秘
⽂字：李沁怡、李⽅⾈
图⽚：周权、李沁怡、张渝

        2019年1⽉18⽇，上午访学团进⾏了小组展⽰，学员们给耶稣学院的主席Stephen⽤
PPT介绍了中国的⼀些特⾊。下午访学团来到极地博物馆，学习和探索南极的奥秘。
 
小组演讲展⽰

        学员们⾃由组合成7组进⾏展⽰。分别就中国的⾼考、茶⽂化、⼆胎政策、留守⼉童、
剪纸和春运及其他中国的主要特⾊进⾏了详细的描述，让Stephen充分感受到了中国的魅
⼒，了解到了中国的传统⽂化，领略了中国的特⾊情怀。

 
相对论的介绍

        Stephen给⼤家⽤通俗易懂的⽅式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且⽤公式证明了光速
最快，任何物体速度不能超过光速。在现场他⽤⼀些很简单的例⼦阐述了为何⽜顿经典⼒

学只在惯性系下适⽤，并且让我们了解了时间是可变的这⼀概念。

访学⽇记 20

  参观极地博物馆
       下午，访学团队来到了剑桥的极
地博物馆。博物馆的教授Dr Peter 
Clarkson向我们介绍了博物馆的来历
及南极的探索历史。在那时，有个挪

威⼈名叫阿蒙森，他本来不想去征服

南极点，他的⽬标是北极点，毕竟挪

威离北极近好多。但他还没出发就收

到了⽪而⾥于1909年4⽉6⽇到达北极
点的消息。于是，8⽉9⽇阿蒙森和他
的同伴们乘探险船“费拉姆”号从挪

威启航前往南极。他在途中获悉，英

国海军军官斯科特组织的南极探险

队，也是以南极点为⽬标，早在两个

⽉前就出发了。但是两个队伍却⾯对

着不同的命运，英国的船队再也没有

回来。

        教授还向我们介绍了他本⼈在南
极考察时的故事，他会⻅了中国的考

察队，也经历过冰窟窿导致⾃⼰的运

输队伍⽆法前⾏的困境。最后，他向

我们展⽰他领带上的徽章，是由中国

南极科考队赠送的，随后学员们和教

授⼀起在北极熊的⽪毛标本下合照。

Stephen就相对论与学员进⾏深⼊交流

访学⽇记 10



全球⽓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第⼆堂课，教授给团队介绍了现在全球⽓候变化的趋势和对⼈类发展的预测。教授
提到⼀个⽼⿏笼⼦的实验，在⼀个笼⼦⾥放⼀公⼀⺟的⼀对⽼⿏，然后它们不断繁殖，

直到笼⼦内空间不⾜，到那时，⽼⿏们什么都不做，呆呆的等死。教授还说，⼈和⽼⿏

不⼀样，⼈会不断的想办法扩充⾃⼰的空间，但是当地球的空间到了不够我们⼈类使⽤

的时候，也许会有很可怕的疾病出现，或者是别的我们想象和预测不到的灾难导致⼈口

减少，当然这只是⼀种有趣的理论。

 
总结与感悟

        ⽜顿是经典物理的奠基⼈，所以英国⼈很热爱物理，同时他们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
理解也⼗分深刻。此次极地博物馆之⾏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许多未知，未来也充满挑

战，我们从中学习、吸收和反思，学习西⽅⽂化中对于学术的执着、开放态度，并且希

望回去之后能将这种精神付诸于实践。

 

Dr Peter Clarkson与学员们合影留念 博物馆⾥企鹅的标本

访学⽇记 11



Day 5 ⽜津之旅
⽂字：毛申、张蕙颖
图⽚：毛申、汪灵童、李沁怡、周权

        1⽉19⽇，学员们来到了⽜津⼤学。⼀个古朴、幽静却⼜处处弥漫着浓郁的学术⽓氛的
地⽅。⽜津（Oxford）因世界⼀流学府和遍布各处的古迹而闻名于世。最著名的当然是⽜
津⼤学，有"天才与⾸相的摇篮"之称。
 
阿什莫尔博物馆

        ⾸先学员们参观的是阿什莫尔博物馆。它是英语世界中第⼀个成⽴的⼤学博物馆，也
是第⼀个公众博物馆（Public Museum）。
阿什莫林博物馆展出在欧洲、古埃及、古希腊、美索不达⽶亚等地出⼟的⽂物，还有包括

中国、印度、⽇本以及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各国绘画、瓷器、雕刻、⼯艺品等。在这种理性

和感性交织的⼼情中，学员们认真欣赏着在西半球博物馆中的中国⽂物。

访学⽇记 20

圣玛丽教堂

       圣玛丽教堂是⽜津⼤学的主教
堂，距今已经有近千年历史，建筑宏

伟而华丽。这是⼀座

后哥特式建筑，学员们爬上了127台
阶登顶，站在尖塔上，俯瞰整个⽜津

的⻛光，⼏百年积淀的斑斓⽂化慢慢

地展现在⼈⾯前，那川流不息的⻋

辆、若隐若现的钟楼、⾼耸巍峨的哥

特式尖顶、爬满⽼藤的⽯墙，⽆不传

达出浓郁的中古⽓息，让⼈仿佛回到

历史之中，领略着这⼏百年积淀的⽂

化内涵。正如那句英国的⺠谚所说：

穿过⽜津城，犹如进⼊历史。

图为阿什莫尔博物馆中的中国⽂物

图为站在圣玛丽⼤教堂楼顶上⻦瞰⽜津 图为基督堂学院餐厅、《哈利波特》中霍格沃兹礼堂的取景地

访学⽇记 12



⽜津⼤学基督堂学院

        基督堂学院（Christ Church）在⽜津⼤学内享有不称为College的特权，在
⽜津它通常被称为“The House”。这是⽜津最⼤的学院之⼀，在短短200年内
产⽣了16位英国⾸相。并且基督堂学院的⼈⽂⻛景曾是是许多作家和导演灵感
的来源。《哈利波特》、《⻩⾦罗盘》都曾在此地取景。学员们参观了汤姆⽅庭南边的

⼀个学院餐厅，它因被电影《哈利·波特》选中拍摄魔法学院的⼤⻝堂而声名远扬。
 
总结与感悟

如果说剑桥注重求知，那么⽜津则是注重思想；

如果说剑桥是科学世界，那么⽜津则是艺术世界；

如果说剑桥是⾃然科学家，那么⽜津则是⼈⽂科学家。

漫步在⽜津的街头，呼吸着清新的空⽓，感受着这个古城在不经意间给我们的前所未有

的震撼。即便经历过⽂艺复兴的熏陶，也经历过宗教改⾰的洗礼，但它依旧保持着浓厚

的学术氛围，⽜津的从容与博⼤令⼈深深痴迷与留恋。

 

访学⽇记 13



Day 6 泰晤⼠河畔的艺术之都
⽂字：张蕙颖、毛申
图⽚：周权、张蕙颖

        2019年1⽉20⽇，上午学员们参观了圣保罗⼤教堂，泰特艺术馆和福尔摩斯博物馆，下
午学员们参观了英国国家艺术馆，晚上学员们在剑桥⼤学欣赏了⾳乐会。这⼀天，学员们

深受艺术的熏陶，感触颇深。

 
圣保罗⼤教堂

       圣保罗⼤教堂，是英国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以其壮观的圆形屋顶而闻名，是世界第⼆
⼤圆顶教堂。因为20⽇是周⽇，市⺠们需要做礼拜，所以学员们只能在教堂外部欣赏其独
树⼀帜的建筑⻛格

访学⽇记 20

泰特美术馆

        泰特美术馆是英国国⽴博物馆，
以15世纪迄今的英国绘画和各国现代
艺术著称，其顶楼360°⽆死⻆的观景
台更是成为了伦敦不可不去打卡的地

点之⼀。学员们从顶楼欣赏美丽的泰

晤⼠河以及整个伦敦，感受着美景与

现代艺术的交织融合。

 
福尔摩斯博物馆

       福尔摩斯博物馆成⽴于1990年，
馆内的布置摆设都以小说中提及的情

节为佐，更增添了其真实性。学员们

走进其中，仿佛⾝处小说之中，流连

忘返。

圣保罗⼤教堂

泰特艺术馆楼顶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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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美术馆

        在国家美术馆迷宫似的展厅，从达·芬奇、拉斐尔，到威尼斯画派、英国⼭⽔画派、
法国写实派、前期印象派，直到塞尚、梵·⾼。有⼈说，在这⾥即使⼀天不吃不喝只看展
品也是⼀件幸福的事情。学员们按照地图寻找⼼仪的作品，同时体验着游戏的乐趣和作

品的美感。

        傍晚Stephen教授邀请学员们在剑桥⼤学听了钢琴独奏的⾳乐会，⾳乐会涵盖了巴
赫，李斯特，舒伯特，⻉多芬，巴赫的作品，最后以著名的《⽉光奏鸣曲》结尾，愉快

的结束了⼀天的⾏程。

 
总结与感悟

        伦敦，泰晤⼠河畔的艺术之都。走在街头，随处可⻅街头艺⼈在街边演奏：美术馆
林⽴，漫步其中不禁沉迷，竟会忘记时间的流逝。小小的⾳乐会却座⽆虚席，每⼀个⼈

都在认真欣赏。艺术的⽓息渗⼊城市的每⼀个⻆落，进而也感染着我们。

福尔摩斯博物馆 学员们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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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7 全球视野与科技前瞻
⽂字：钱程、陈凤
图⽚：周权、钱程

          2019年1⽉21⽇，同学们度过了劳累⼜愉悦的周末，迎来了新的⼀个星期。上午由
Julian Huppert教授和Simon Redfern教授分别为⼤家讲授了英国政府的运作模式和地球
能源与⾃然灾害⽅⾯的课题。下午参观了ARM，并由张博⼠为我们介绍了ARM的发展史。
 
 了解英国单⼀制、君主⽴宪的政治体制
        上午第⼀节课，Julian Huppert教授以Tony Benn的五个有⼒问题为引，与我们说明
了⺠主权⼒的重要性，引起了我们对于权⼒、利益与责任的深度思考。随后介绍了英国政

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包括皇家的起源、权⼒的发展以及现在的机构组成与主要职责。

通过Julian Huppert教授的讲解，我们知道了英国的机构设置组成和英国主要的三⼤政党
—保守党，⼯党与⾃由⺠族党。最后，他谈及了最近的脱欧事件，发表了⼀些个⼈看法，

他认为虽然现阶段英国脱欧，但是只有欧洲联合起来才能更加强⼤。⼤家对此感触颇深。

访学⽇记 20

⾯对全球灾害的反思

第⼆节课由Simon Redfern教授给我
们带来了⼀场关于全球性灾害问题的

思辨与讨论。Simon Redfern教授是
剑桥⼤学地球科学系的系主任，课堂

开始，他就抛出了⼀个有趣的问

题：“我们的脚下有什么？”，同学

积极地回答道有⽯油、矿⽯、⽔等。

随后他切⼊正题，与我们讲起了⼈类

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利⽤，同时也造

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典型的温

室效应等。讨论最后，他问到我们⼀

个问题，“⼀百年后我们的⼦孙会对

我们提出什么忠告与建议？”。伴随

着先前的思考与讨论，⼤家都陷⼊了

深思。

 
ARM总部参观
下午⼤家来到了ARM公司位于剑桥
的总部参观。英国ARM公司是全球
领先的半导体知识产权 (IP) 提供商。
全世界超过95%的智能⼿机和平板电
脑都采⽤ARM架构。
 

Julian Huppert教授与⼤家的合影

泰特艺术馆楼顶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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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我们的是张博⼠，张博⼠是剑桥⼤学电⼦⼯程学博⼠，同时在ARM公司做研究
员。在会议室⾥，张博⼠为我们介绍了ARM的发展历史与产品，其中⽐较有特⾊的是
ARM 公司本⾝并不靠⾃有的设计来制造或出售CPU，而是将处理器架构授权给⼚家。
 
总结与感悟

        以全球性视野思考问题，全球灾害切实联系着每⼀个⼈的利益，我们要站在全球这
样⼀个⾼度，去思索去探讨，如何合理利⽤资源保护地球，如何能让我们的后代在⼀百

年后，依然能享受到⼀个健康⽆忧的⽣活环境。

站在科技前沿，我们了解了ARM的发展与产品特⾊，在感慨到产业巨头的宏伟格局时不
禁更加坚定了⾃⼰要学习更多的想法与冲动。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我们任重道远。

访学⽇记 17



Day 8 西⽅⼈眼中的中国与晚祷⽂化
⽂字：陈凤、钱程
图⽚：周权、汪灵童

          2019年1⽉22⽇，上午由Mr. Tim Clissold教授介绍作为⼀个外国⼈是如何理解中国
的。下午参观了国王学院标志性哥特式建筑礼拜堂，在康河旁邂逅了徐志摩的诗碑，晚上

在耶稣学院教堂参加了神圣的晚祷仪式。

如何正确理解中国

       上午由Mr. Tim Clissold给同学们介绍作为⼀个外国⼈是如何理解中国的。Mr. Tim是
个英国⼈，但在中国⽣活了⼆⼗多年，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较为深⼊，他也深刻的知道中

国近四⼗年的快速发展是有很多原因的。所以他从⼀个英国⼈的⻆度，⽤历史的观点阐述

为什么西⽅⼈需要了解中国。整堂课中同学们在与教授的讨论中体会到西⽅对中国的理解

存在差异，西⽅对中国⽂化的了解程度还不⾼。这也促使我们反思中国在⽂化输出⽅⾯还

有待提⾼。

       下午在Ms Kristen Martin 的领导下，我们参观了国王学院礼拜堂。这是⼀座哥特式
的恢弘建筑，由亨利六世在1446年下令建造。礼拜堂四⾯是绘有圣经故事的彩⾊玻璃。国
王学院的礼拜堂不仅是剑桥的荣耀，也是世界上最⼤的礼拜堂。

邂逅徐志摩

在剑河西侧的中英友谊花园⾥，竖⽴着著名的徐志摩的诗碑。诗碑上刻着《再别康桥》⾥

的第⼀⾏和最后⼀⾏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挥⾐袖，不带走⼀⽚云

彩。

神圣的晚祷仪式

下午教堂⼯作⼈员Jennifer 给学员们讲授晚上即将参加的晚祷合唱队事宜。晚祷是在礼拜
堂，由毕业⽣举⾏的合唱队来歌颂，持续了四⼗分钟左右。

总结与感悟

在Tim教授的课堂上，中西⽅的观点不断碰撞，也让我们明⽩西⽅⼈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存
在偏差，我们更加体会到肩上担着使命感和责任感。走过波光粼粼的剑河，在遥远的国度

领略国⼈徐志摩的留下的⽂化印记更是让⼈⼼⽣⾃豪。沉浸在宏伟的礼拜堂，体验庄严的

晚祷，进⼀步了解英国的⽂化渊源。站在不同的领⼟，将所看转化为所想，所思，去学习

领会、拓展视野，这是此⾏最为重要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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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9 走进英国法律
⽂字：李阮⼦菁、余婷
  图⽚：周权、余婷、汪灵童
        2019年1⽉23⽇，在剑桥⼤学学习的第⼋天。上午，由Mr Julius Grower和Dr 
Stephen Siklos分别教授英国法律和⿊洞的相关知识。下午，学员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
了古⽼的伊利⼤教堂。

走进英国法律

        上午第⼀节课，Mr Julius Grower从英国法律体系的特别之处、英国律师思考⽅式的
特点以及英国法律中的正当防卫这三个⽅⾯，向学员们介绍英国法律的特⾊。

⾸先，他提到了英国法律的主要特征，重点阐述了⼤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渊源和诉讼

程序上的区别。接着，Mr Julius Grower模拟了普通法的制定过程。最后，他通过四个案
例的对⽐分析向学员们展⽰了英国法律在不同情况下对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动形象的

案例激发了学员们的思考，课堂⽓氛⾮常活跃。

探索⿊洞

        上午第⼆节课，Dr Stephen Siklos分享了⿊洞的相关理论。他重点讲授了爱因斯坦的
⼴义相对论，讨论了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由于太阳引⼒的作⽤会产⽣弯曲的现象。课程最

后Dr Stephen Siklos还与学员们分享了《Interstellar》这部影⽚。
 游览伊利⼤教堂
        下午，学员们经过⼀个小时的⻋程来到了古⽼的伊利教堂。因为周边地势平坦，⼤教
堂突出的景观塔的形状被当地⼈称为“沼泽⾥的船舶”。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630
年，它最初是著名的诺森布⾥亚⼥王爱瑟黛达建⽴的。她曾经结过两次婚，却执意要成为

修⼥，所以她于673年兴建了⼀个修道院。正是因为她的善⾏，死后被封为圣徒，这座修道
院也很快成为朝圣地中⼼。在导游的带领下，学员们重点参观了唱诗区、夫⼈礼拜堂和奥

卡主教礼拜堂，其中奥卡主教创⽴了剑桥⼤学耶稣学院。

总结和感悟

        中英两国的法律体系截然不同，两国法院的办案流程也⼤相径庭，而两国律师的思维
⽅式也有着天壤之别。通过与Mr Julius Grower的交流探讨，我们认识到了英国法以及英
国律师的思维⽅式。下午游览伊利⼤教堂让我们进⼀步体会到英国历史与教堂⽂化。虽然

⼀天的⾏程很满，但我们也从中收获了许多，丰富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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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Julius Grower与学员们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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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10  英国历史与⾼桌晚宴
⽂字：余婷、李阮⼦菁
图⽚：周权

        2019年1⽉24⽇，在剑桥⼤学耶稣学院学习的第九天。上午，Dr Renaud Morieux讲
述了18世纪的英国，下午，学员们在Dr Stephen Siklos的带领下来到剑桥⼤学的制造业协
会（IFM）参观并学习。晚上，在耶稣学院的精⼼安排下，学员们在剑桥⼤学耶稣学院的
餐厅参加了⾼桌晚宴。

走进英国历史

        上午，Dr Renaud Morieux从18世纪英国与法国的关系、英国的选举权制度、英国的
地理位置环境和当时著名的战争等⽅⾯，向我们全⽅⾯阐述了18世纪的英国的全貌。他提
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些富有的男⼈才有选举投票，到现在⼤部分国家已经不再只是承认单

⼀的选举投票群体，任何群体都⼀视同仁。他想借此告诉我们，⼈们质疑历史的⽅式会影

响当下的局势。

剑桥⼤学制造业协会

        下午，Dr Stephen带领⼀⾏学员来到剑桥⼤学的制造业协会，制造业协会（即IfM）
为创造和分享现代⼯业实践的新思想和⽅法提供了独特的环境。

  该机构的负责⼈之⼀Dr Jagjit Singh Srai为我们做介绍。他给我们普及了许多物流以及物
联⽹相关的知识，包括⼯业和创新政策;将技术考虑因素纳⼊业务决策;国际制造和供应⽹
络;战略与绩效等等。我们从他的讲解中了解了英国在电⼦商务、物流系统以及物联⽹⽅⾯
的发展情况。

⾼桌晚宴

        晚上，学员们从IfM回来后，换上⼀⾝正式的宴会服装，就去参加期盼已久的剑桥⾼桌
晚宴。在⾼桌晚宴上，学员们与剑桥⼤学的学⽣交流得⼗分融洽，我们了解到剑桥⼤学的

学制、学习模式、休闲⽅式等等，很多学⽣表⽰周⼀到周六都在学习，只有周⽇可以稍微

休息⼀会⼉，但是还得做作业和研究。不过他们也会注意休息和娱乐，⽐如参加⼀些⾼桌

晚宴，结交不同院系的朋友。我们从他们⾝上学到了很多，当然他们也表⽰⾮常开⼼能够

⻅到武汉学院的学⽣。晚宴结束后，⼤家互相留下了联系⽅式，希望友谊能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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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enaud Morieux与学员们的合影

访学⽇记 19



总结和感悟

        结束了这⼀天剑桥之旅，每个学员都有了不少感触。为⾃⼰所学到的英国历史相关知
识而感到充实，为⾃⼰所接触到的最新的科技信息模式而感到欣喜，同时也为结交到这么

多剑桥⼤学优秀的朋友而感到开⼼。这次访学活动仿佛像⼀扇通向世界的⼤⻔，我们走进

来了，看到了许多曼妙的⻛景。不过，我们仍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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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晚宴



Day 11 结业感悟
⽂字：王紫琳、柯豪
图⽚：周权

         2019年1⽉25⽇，时间⻜逝，转眼间同学们在剑桥的访学之旅已接近尾声，迎来了访
学项⽬毕业典礼，学员们在结业之前对这⼗⼏天的课程和⼈⽂考察活动进⾏了反思与感
悟，每个⼈进⾏了⻓达⼗分钟的个⼈演讲。
 
演讲环节
        同学们的演讲话题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企业转型、中国象形⽂字的发展史、中国旅
游产业的发展、中国⺠法的简介、中英古典⾳乐的对⽐、中国的⾃然灾害概况解析到反全
球化的现象及问题的思辩，为了能清楚、精彩地展⽰⾃⼰的话题与观点，同学们为此付出
了很多努⼒。而在每位同学讲解之后，Stephen Siklos教授都对其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和有
趣的观点进⾏了提问，现场答辩这⼀环节加深了他对中国⽂化及全球化发展现状的理解。
 
武汉学院-剑桥⼤学访学项⽬毕业典礼
        耶稣学院院⻓Ian White教授和耶稣学院主席Stephen Siklos教授及武汉学院访学团
参加了本次武汉学院-剑桥⼤学访学项⽬的毕业典礼。
Ian white 教授⾸先对于学员们圆满完成访学项⽬任务表⽰祝贺，其次表达了对于Stephen 
Siklos教授⾟勤的⼯作与付出表⽰感谢，同时欢迎同学们有机会来到剑桥⼤学学习。紧接
着Stephen Siklos教授开始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及他亲笔为每位同学书写的⼿写信,并为
同学们送上耶稣学院的纪念⻢克杯及徽标。最后，全体参会⼈员合影留念。
 
反思与感悟
        ⼗三位学员和两位⽼师在剑桥⼤学耶稣学院的近两周的学习时间⾥，接触了关于剑桥
的建筑、⿊洞理论、全球的经济⾯临挑战、教育与就业、中国经济发展概况、英国法律、
18世纪的英国历史等⼗⼏种不同的课程，同时穿插剑桥建筑、教堂及晚祷唱诗、⽜津⼤
学、圣玛丽⼤教堂、伦敦国家艺术馆、圣保罗⼤教堂、Anglesey修道院、Arm公司、剑桥
King’s College、Ely⼤教堂、剑桥制造研究所等⼏⼗项⼈⽂考察。
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同学们不仅⻅识了世界⾼等学府的教育环境及教育理念，同时开拓了国
际化视野，增强了全球化意识。相信这对他们未来不论是在学业中还是职业⽣涯选择上，
都会产⽣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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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剑桥⼤学耶稣学院领导与武汉学院访学团毕业典礼合影留念



Day 12 再探伦敦-感受英国皇室⽂化
⽂字：柯豪、王紫琳
图⽚：周权、柯豪、王紫琳

        2019年1⽉26⽇早上，我们离开了剑
桥⼤学耶稣学院，再次来到了伦敦，开始
了第⼆次⽂化学习考察活动。上午学员们
参观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下午游览了圣
詹姆斯公园和在外参观了⽩⾦汉宫。最
后，在傍晚参观了著名的唐宁街。
 
威斯敏斯特⼤教堂
       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是英国皇家教院，是欧洲最美丽
的教堂之⼀。威斯敏斯特⼤教堂建成后即
成为英国国王加冕典礼的场所。它是⼀座
壮丽的哥特式教堂，它⽆论在世界建筑史
上，还是在英国过去九个世纪的悠⻓年代
中，都占了举⾜轻重的位置。
  英国王室成员、政治家、宗教界名⼈以
及著名诗⼈都有不少葬在此处。如英国史
上最伟⼤的君主伊丽莎⽩⼀世、提出万有
引⼒定律的科学家⽜顿、发表《物种起
源》的博物学家达尔⽂、英国⾸相邱吉
尔，以及三千多位英国史上举⾜轻重的精
英与众多⽆名战⼠等，统统⻓眠于此。⼀
九九七年因⻋祸丧命的黛安娜王妃，最后
也在西敏寺举办盛⼤的葬礼。
 
圣詹姆斯公园
        圣詹姆斯公园(St James's Park)是皇
家公园中最古⽼、最小、装饰性最丰富的
公园，园中的⻦类保护区规划，使得⻦群
⼤都集中在公园东端的鸭岛与中央的湖⾯
上。在这⾥不仅有各种⻦群，还有很多松
⿏，游⼈可以喂⻝，与⼤⾃然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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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宫

        ⽩⾦汉宫(Buckingham Palace)是英国
君主位于伦敦的主要寝宫及办公处。宫殿坐落

在威斯敏斯特，是国家庆典和王室欢迎礼举⾏

场地之⼀。1703-1705年，⽩⾦汉和诺曼⽐公
爵约翰·谢菲尔德在此兴建了⼀处⼤型镇厅建
筑“⽩⾦汉宫”，构成了今天的主体建筑。

1837年，维多利亚⼥王登基后，⽩⾦汉宫成
为英王正式宫寝。19世纪末20世纪初，宫殿
公共⽴⾯修建，形成延续⾄今天⽩⾦汉宫形

象。

全员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前的合影留念

⽩⾦汉宫周围全景照



唐宁街

        唐宁街(Downing Street)是重要内阁官员，即英国⾸相，以及兼任第⼆财政⼤⾂的财
政⼤⾂的官邸。唐宁街内最有名的宅邸，相信⾮唐宁街10号莫属，它以往是第⼀财政⼤⾂
的官邸，但⾃从此职与⾸相合并后，就成为⾸相官邸。因此，“唐宁街”和“唐宁街10
号”是英国⾸相或⾸相办公室的代名词。

 
反思与感悟

        即将临近整个⾏程的尾声。⼤家在这段时间中，既感受到了世界⾼等学府的学习、⽣
活氛围，也感受到了英国剑桥、⽜津、伦敦等地不同的⽂化魅⼒，每个学员都感受颇多、

印象深刻，希望在今后的学习⽣活中，⼤家能以此访学为契机，朝着⾃⼰的⽅向更加努⼒

奋⽃，最后都能实现⾃⼰的学习和⽣活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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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公园⾥的小松⿏ 唐宁街外观景象



Day 13 再探伦敦- 格林威治天⽂台、温莎城堡
⽂字：汪灵童、柯豪
图⽚：汪灵童

2019年 1⽉27⽇，上午学员们参观了《哈
利·波特》取景地九⼜四分之三站台，下
午乘坐游轮欣赏泰晤⼠河美景并抵达格林
威治皇家天⽂台，随后参观了⼤英博物
馆，学员们在领略⼈⽂景致的同时也探索
了天⽂奥秘和⼈类⽂明。
 
 九⼜四分之三站台
       九⼜四分之三站台是源⾃于JK罗琳的
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中通往霍格沃兹
魔法学校的⼀个站台，是存在于英国国王
⼗字⻋站的第九站台和第⼗站台的三个柱
⼦。学员们纷纷在站台处拍照留念，仿佛
置⾝于魔法学院的世界中。
 
赏泰晤⼠河美景
        泰晤⼠河是全世界⽔⾯交通最繁忙的
都市河流和伦敦地标之⼀。游客们在来来
往往的游轮上感受着河畔的宁静和美好。
学员们在游轮上拍照留念，享受这难得的
惬意。
 
格林威治皇家天⽂台
        格林威治皇家天⽂台是英国国王查理
⼆世于1675年在伦敦格林威治创建的⼀个
综合性天⽂台。天⽂台之所以闻名世界，
是因为本初⼦午线经过此地，而本初⼦午
线是划分地球经度的标准，也是计算国际
标准时间的基础。学员们在天⽂台内参观
了天⽂望远镜等等天⽂设施，近距离了解
了天⽂知识。
 
⼤英博物馆
        ⼤英博物馆成⽴于1753年，是世界四
⼤综合性博物馆之⼀，其馆内展品有⼋百
多万件。埃及木乃伊、中国陶瓷等都是镇
馆之宝。学员们在博物馆中感受了不同时
期的历史遗迹和⽂化古物，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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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格林威治皇家天⽂台的本初⼦午线

图为学员们乘坐游轮赏泰晤⼠河美景

九⼜四分之三站台纪念品店



温莎城堡
        温莎城堡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的温莎小
镇，⽬前是英国王室温莎王朝的家族城
堡，也是现今世界上有⼈居住的城堡中的
最⼤的⼀个，现任英国⼥王伊丽莎⽩⼆世
每年有相当多的时间在温莎城堡度过。 
 
总结与感悟
        结束了⼀天的伦敦之旅，学员们感触
颇多。我们体验了电影著作中的经典场
⾯，欣赏了美丽如画的泰晤⼠河畔的美
景，学习了天⽂知识，并了解了英国皇室
的⽣活状态。回国在即，相信学员们都满
载收获准备踏上回国的旅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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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温莎城堡

图为⼤英博物馆中国馆的展品



Day 14 探访雷丁⼤学
⽂字：张渝
图⽚：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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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访学团在亨利商学院⻔口合影留念

        2019年1⽉29⽇，访学团来到了英国雷丁⼤学。武汉学院常务副校⻓刘科成教授以雷丁
⼤学亨利商学院战略执⾏总监的⾝份接待了来访的成员。雷丁⼤学亨利商学院副院⻓唐银⼭
教授及相关⼯作⼈员陪同接待。
    刘校⻓对访学团的到来表⽰欢迎并询问了访学团在剑桥⼤学的学习情况。雷丁⼤学亨利
商学院副院⻓唐银⼭教授向访学团介绍了亨利商学院的历史、专业及未来发展情况。
        雷丁⼤学亨利商学院是领先国际的商学院，是整个欧洲资格最⽼的、英国第⼀家商学
院。亨利商学院始建于1945年，前⾝是英国政府创办的亨利管理学院 (Henley 
Management College)，2008年与英国雷丁⼤学商学院合并组成亨利商学院。亨利商学院
最著名的专业是房地产专业。其在专业领域排名，超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以及伦敦
⼤学学院（UCL），与剑桥⼤学房地产⾦融并列于欧洲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上最顶尖
的学科。除此之外亨利商学院在培养银⾏和⾦融业管理⼈才⽅⾯也极具有特⻓与优势，其⾼
质量的毕业⽣群体绝⼤部分供职于 ICMA（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会员机构，校友资源丰富。
        在未来国际⼤环境下，亨利商学院将拓展中国市场，招收更多的中国学⽣。唐教授提
到未来亨利商学院与中国的联系将会越来越⼴，与国内⼤学的合作项⽬也会越来越多。根据
我校与雷丁⼤学的合作协议，武汉学院本科毕业⽣可与国内985、211院校学⽣享受同等申
请条件，即达到本科平均成绩80分以上，雅思成绩不低于7分（会计专业和信息管理专业的
雅思成绩不低于6.5分）。
        刘校⻓邀请访学成员们分享了在剑桥⼤学的学习⼼得。访学团成员各⾃⽤⼀个词语总
结了本次访学⼼得：勤奋、全球化、批判性思维、严谨、好奇⼼、⾃主学习、⾃信、全⾯发
展、探索的热情、时间管理、视野、创新、效率。
刘校⻓希望⼤家能够在今后的学习⽣活中做到⾃主学习、全⾯发展，并对事物保持好奇⼼。
他说道：“Curiosity is the drive to success”。希望能与⼤家共勉。
        最后，访学团在雷丁⼤学亨利商学院合影留恋。随着雷丁⼤学之⾏的结束，整个英国
访学项⽬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图为武汉学院常务副校⻓刘科成教授向访学团成员介绍亨利商学院相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