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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留学基金委加拿大科研实习项目 

2016 年暑假，我校有三位优秀同学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派，参加加拿大 Mitacs 科研课题实

习和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科研实习（CSC-UARE）项目。当大多数同学不断在上课、旅游、聚会、

实习中切换角色时，这三位同学远赴异乡，在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了对于学术生活的初体验。  

社会发展学院 14级邓子如同学、对外汉语学院 14 级华芃同学在阿尔伯塔大学开展项目研究 ；

中文系 13 级胡珊珊同学在麦吉尔大学担任课题研究成员。作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研经历，

Research Assistant 工作对于同学们来说充满了挑战性，无论是埋头于书本的文献阅读、在数据

库中不断收集整理资料、田野工作中的深度访谈、自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导师同事交流工作

进展，还是在项目研讨会中独立介绍自己的课题项目、阐述观点，这次科研实习经历对于 她们来

说显然是与众不同且收获满满的。 

相信三位同学在本次科研实习中不仅认真完成了实习工作、展现了华师学子的风采， 也收获

到了许多新知识、新技能和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新朋友的友谊。衷心希望三位同学能通过

这次的科研实习更加明确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未来方向，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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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留学基金委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科研实习项目

 

项目概况

该项目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合作举办，在全国各大高校选派 30 名优

秀本科生于 2016 年暑假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科研实习，选派专业包括生物

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外语、环境科学等，具体实

习时间及实习内容由学生与各自导师商讨决定。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实习期间的奖学金和往返机

票，阿尔伯塔大学承担学生使用图书馆、电脑及科研设施的费用，并提供相关后勤保障。

畅畅学学加加拿拿大大

14 级社会发展学院 邓子如 
实习课题：Cities and Suburbia 

实习导师：Prof. Rob Shields 

实习地点：City-Region Studies Centre，Faculty of Extension，University of Alberta 

实习内容：文案写作、田野调查、问卷访谈、数据抓取、质性分析工作。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 2016 年 CSC-UARE 为期三个月的科研实习项目，这三个月的时间让我感

到非常充实。

一、日常工作

我的实习日常是在研究中心工作，每周导师都会给我布置本周要完成的写作、田野调查、数

据抓取和质性分析工作。天天自学新技能，让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导师休假的两周里，

我也相当于有了实习的一个小假期。有时会去学校的图书馆阅读、有时会听导师抄送给我的各个

院系和研究中心举办的讲座，争取多享用阿尔伯塔大学丰富的资源。

我的办公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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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跟进的项目

我主要跟进的是导师与卡尔顿大学合作的关于加拿大青少年中心信息追踪系统安置的项目。

我们在埃德蒙顿市选取了 3 家青少年中心（地理位置的分布是远郊、市区边缘、市中心），对其中

的社会工作者和青少年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完后由我进行录音转录、整理田野笔记等工作，并将

所有材料导入至 Nvivo 质性分析软件里进行处理。在三个月实习期内，我共计完成 8 次走访、5

次访谈，顺利完成该项目的 Phase 1 并完成了我在阿尔伯塔大学实习生项目研讨会的报告。 

青少年中心被访的社工 

除了青少年中心项目，由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在 2016 年 5 月 1 日突发森林大火，导师也有在做

相关的研究课题。于是在导师的要求下，用 Netlytics 软件抓取 2016 年 5 月至 7 月三个月的 Twitter

数据。抓取每条与#ymmfire #ymmstrong 等有关的数据，并将可进行质性研究分析的文本数据提取

出，导入至 Nvivo 进行进一步文本分析。 

利用 Nvivo 制作的 Tweets 项目词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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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制作的 Poster 

在实习之余，我还写了几篇时事小报道，其中一篇关于 Pokemon Go、一篇关于观察当地居民

熬夜排队买 iPhone 7 的日记被导师发布在其所在的 Space and culture 的网站上。导师与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等大学的合作较多，我不仅负责导师与中国各个大学的邮件往来，还帮导师制作了他参

加中国学术会议的论文相关图表。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导师论文中的鸣谢里，有一种莫名的幸

福感。

我帮导师做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时间表 



2016
 暑期本科生

海外学习
成果汇编

05

三、实习收获与应用

在实习期间，我不仅掌握了数据抓取软件 Netlytics、质性研究分析软件 Nvivo，还写了不少文

案、访谈了不少对象、转录了不少录音。相比导师和同事都是华人的实习生来说，我和导师、同

事日常的交流都是我练习英语的机会。虽然我完成的项目性质偏向于社会工作和数据分析，但是

这对于我更进一步学习社会学也是很有帮助的。

回国之后，我把在阿尔伯塔大学学到的访谈技巧和质性研究分析软件运用到了我自己申报的

科创项目和平时的专业课作业中内，并将所学分享给周围的同学，大家都觉得事半功倍了。我也

将自己在加拿大实习期间对当地公共服务供给和使用情况的观察与我在中国的体验进行了案例的

对比分析，撰写了一份暑期实践报告。 

四、实习之外

记得在大二寒假在香港大学访学的时候，给我们开工作坊的老师曾说，交流学习更重要的校

外的风景。所以在加拿大的三个月内，我还积极参加了埃德蒙顿市当地的各种节日和活动，参加

了农场和摇滚音乐节的志愿者服务，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体味了多元的文化。正如费孝

通先生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快回国时，我还去参观了维多利亚大

学，与师大心理系在维多利亚大学交换的同学漫步校园，也终于去了久仰大名的英属哥伦比亚大

学的人类学博物馆，没有留下遗憾。

每日的充实，让看似漫长的三个月实习期过得很快。除了科研实习，加拿大当地的文化、环

境都让我收获颇丰。这次宝贵的实习经历，让我迅速地成长了，变得更独立，更自信。就像一场

游戏，随着各关卡任务的完成，我捡到了不少武器，学到了不少绝杀技能，经验值一路飙升。最

后，希望我在加拿大遇到的一切都后会有期！

科科研研实实习习初初体体验验

14 级对外汉语学院 华芃 

实习课题：Native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实习导师：Prof. Roxanne Hard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Prof. Andrea Korda (Art History) 

实习地点：University of Alberta Augustana Campus 

实习内容：资料收集、文献整理、文献综述与文献库制作、文献阅读与分析。 
这次项目我申请的课题是 Native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跟随极富经验的教授 Prof

. Harde，教授希望我能够同时兼顾原本的课题以及 Prof. Korda，一位新的艺术史教授另一极为有趣

的课题，且成为 Prof. Korda 的第一位 Research Asistant。这对我而言既是惊喜又是挑战，一方面我

将进入艺术史这一我极为感兴趣但从未深入了解的领域，还能同时与两位教授合作参与到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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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向但又彼此联系的课题中，但另一方面我需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保证为两位教授的工作都

能高质量地及时完成。三个月的科研实习就在我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中开始了。

伴随我的主要是两个大课题——Prof. Harde的课题 Illustrated Books and Visual Literacy和Prof. 

Harde 的课题 Indigenous Children’s Literature，其间也穿插了一些小任务，如学校课程的阅读材料

整理分析以及特定内容的资料收集整理。文科类学科的科研其实是相当枯燥的，日复一日地在电

脑前或图书馆搜集、阅读和分析材料，与充满令人刺激的实验的理科工科或一些实践类学科都大

为不同，但文科类研究的快乐其实最为简单，找到某一重要且关联性极大的书或文章，在其中读

到某一与众不同的有趣观点或最后在所有已有文献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都是我这三个月快乐的

源泉。

通过参与到 Prof. Korda 的课题研究，我

从一个以为Native American指的是美国本土

的小白到能够侃侃而谈加拿大各类原住民的

分布区域、特点和文化，从一位少儿读物就

是有趣的插画加简单的文字到从所读的几十

本原住民儿童绘本中，理解到源远流长且沉

重深厚的原住民文化是如何通过简单却意味

深长语言和充满童趣又极富特色的插画点点

滴滴灌输给他们的下一代的。Prof. Korda 的

课题也与儿童的阅读相关，不过不同于另一课题研究阅

读的内容，她从视觉艺术角度研究儿童阅读这一动作和

方式。Object Lesson 作为她课题的切入点，也是我的主

要研究对象。我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多数是关于当时

教育专家或有经验人士写的关于教授 Object Lesson 的

指导手册，以 Elizabeth Mayo 的 Lessons on Object 和

Lessons on Shells 为代表，然后对查找到的书籍一一进

行较为细致的阅读，寻找其中与“观察”相关的文本和

书中的插图及关于其的解释，并进行摘录和说明。在这

一过程中对 Object Lesson 这一我之前闻所未闻的概念

从不解道熟悉到有自己的看法，对书中插图也从仅仅把

它们当辅助的图片到能够深入探究插图与文字间的关系以及插图对儿童阅读能够有何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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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这三个月的科研实

习经历对我而言最深的体会是我理

解了科研到底是什么。以往总觉得

科研遥不可及，特别是作为文科学

生，我总认为人类对于自我、世界

的理解和学术研究已经到达一个很

高的层次，个人再进行研究也很难

会有突破，况且和科研挂钩的好似

不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就是天才。

而实际上，在与几位教授导师的接

触中，我发现她们对于某一方面的

研究兴趣都是源于生活和他们所爱

的人，Prof. Harde 的研究最初是为

了给有原住民血统的孙女找适合她

了解传统的少儿读物，而 Prof. Korda 则是看到孩子们被手机电脑吸引注意力且从中学习，不禁好

奇 19 世纪的插图是否也有一样的作用。我们生活中也常常会对于一些现象有所思考和体验，其实

这就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初始状态。同时，这次的经历对我科研能力的提升也有极大的帮助，我

逐渐学会了有目的性地快速浏览文本、记录笔记和最后写下摘要、运用各类资源和数据库寻找相

关文献资料、准确地制作文献综述、批判性的思考分析等等。  

国国家家留留学学基基金金委委加加拿拿大大 Mitacs 科科研研课课题题实实习习项项目目 
项目概况 

加拿大 Mitacs 本科生科研课题实习项目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留学项目，主办方为加拿大信息技

术与综合系统数学组织（Mitacs）。Mitacs 每年在中国、法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十余个国

家中选拔并资助优秀本科生前往加拿大著名研究型学府进行科研实习和相关产业交流活动，涉及

领域几乎涵盖所有学科与专业。 
新新起起点点，，再再出出发发 
——记记加加拿拿大大科科研研 

13 级中文系 胡珊珊 

实习课题：Tracking the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实习导师：Prof. Ilja Frissen

 

实习地点：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McGil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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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内容：跟随加方导师进行相关科研课题研究，并通过报告、考察、会议及联谊活动等形式同

加拿大各行业展开交流、汇报研究成果。 

 
我通过国家留基委、加拿大 Mitacs 组织及项目导师等多轮面试与选拔，有幸作为我校本年度

唯一代表，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至 9 月 28 日赴加拿大 McGill University 参加 Mitacs 本科生科研实

习。 

一、实习内容 

我跟随导师 Prof. Ilja Frissen，担任课题 Tracking the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研究成员，进

行课题研究与科研训练。三个月以来，我独立完成了这一长期课题第一阶段的全部工作。第一阶

段通过大量阅读，综合前人研究，揭示了同隐性知识相关的内外关联因素，建立了该课题的知识

框架；通过与导师的细致讨论，确定重点研究方向，以 performance, training methods, constraints

为重点，细化框架，同时整理参考目录与关键词。八月份我接受了麦大图书馆专门开设的培训，

学习了多种专业检索技术和文献整理软件的应用，同时了解了国外主要的综合数据库与心理学专

业数据库。通过检索英文数据库，筛选相关文献，建立了该课题数据库。完成文献整理工作后，

我阅读近五年最新研究成果，提取关键信息，撰写了十余篇英文总结。这三个月的工作成果为该

课题下一阶段实验的开展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与文献基础。 

 
同导师 Prof. Ilja Frissen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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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Information Studies 外观和工作办公室 

部分工作成果

 二、收获与体会

首先，我的科研能力与专业认知得到显著提升。面对这一跨领域研究，通过高强度的学习与

研究，我从实验与理论两个层面，从神经科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深入理解了大脑对于隐性知识

认知、处理机制。受到该项目启发，我计划回国后将隐性知识研究拓展到自己熟悉的语言学领域，

与我一直从事的时态、体貌语言学研究相结合，从心理语言学进一步探索人类的时间、空间认知

模型。同时在研究方法上，该阶段的科研训练，使我掌握了系统、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多种操作技

术，如专业的文献检索方法、利用 Zotero 软件建立数据库等。我今后的研究都将有所受益，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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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我也向同校的研究伙伴们传授了研究经验。此外，在浸入式的英语环境中，我的语言进步尤其

明显。我的口语表达逐步流畅、地道。通过大量的报告撰写、导师反馈及学校写作中心的指导，

我的英文书面表达也愈加规范化、学术化。 

其次，在加拿大历史最为悠久的、最富有国际声望的学府 McGill University 中，我体验了不

同的学术传统、感受了浓郁的学术氛围以及热情奔放亦严谨专注的校园文化。研究过程中，我时

常同导师、博士研究生进行交流。我们畅聊中加不同的研究方法、整体学术环境以及社会动态，

向他们呈现了一个更加动态、多元、新鲜的中国形象。我亦切实发现了东西方的思维、语言习惯

的差异，切身体验了西方更注重实验、注重逻辑的研究传统。在研究之余，我充分利用学校的学

术资源，旁听了由该校著名教授开设的语义学课程，并与教授深入讨论了相关语言学问题；旁听

了晚清女性主义研究课程，了解了海外汉学研究动态。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步明确了今后的生涯发

展方向。 

再次，在加期间，在由 Mitacs 组织的交流活动中，我结交了来自中、加、法、巴、阿等十余

个国家、从事不同领域研究的优秀本科生。我们交流文化、专业背景与科研经历。在鲜明的差异

中，我看到了共同的科研热情 ，相遇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我坚信加拿大三个月的科研经历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起点，我将带着这份点燃的科研

热情回家，再出发。 

 

同来自中国、加拿大、巴西、印度、阿拉伯等国优秀本科生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