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之旅
现在是挪威时间 10:41 的 Oslo 机场，也是在挪威居住的最后一天，我想趁
着对这里依旧保持着的亲切，将这段旅行与学习结合的时光记录下来，正所谓旅
途之后是旅途,一生几十亿万步,活着就是要不断脱胎换骨。对于这样的时光，其
实并没有多少机会再次去享受，更何况是在自己的学生时代，不去忧虑于自己的
未来生计，只需要不断的去充实自己，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去学习不同国度，
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魅力，也许，这才是这次交换之旅最重要的意义吧。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次交换，是与挪威 Ostfold 大学学院进行的一次暑期为
期一个月的交换学习，北京交通大学选派三人去往挪威参与项目的学习，任务不
算严苛，但是所获得的还是足够收益良久的。
初到挪威，便是机场线前往学生住宿的短暂旅程，也算是对于挪威的初印象，
这里有着广阔的田野，有着覆盖率极高的绿化，有着到晚上十点钟依旧明亮的夏
季阳光，司机是一个很温和的大叔，座位左前方的老爷爷在写报纸上的数独题目，
看样子写了蛮久，也是离着成功越来越近。总之，身边的一切都呈现出一派祥和
的气息，挪威初印象，大概就是惊讶于晚上十点钟仍然明亮的天空，以及路边矮
矮的小房子。
住宿条件很好，与国内的四人寝六人寝不太一样的是，这边的寝室是公寓式
的住房，每个人有着自己的房间，然后共用一个厨房，算是对生活技能的一个考
验，其实对于自己找来说，也算是第一次机会，能给自给自足的在外边独自照顾
自己，会做饭是必要的，不会做也是要慢慢学习的，毕竟时间很长，如果这个生
活技能不能掌握的话，也是蛮困难的，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在家没有怎么做过饭
的人来说，上手还是蛮快的，味道也算是符合了自己的期许，并且厨房的东西很
齐全，锅碗瓢盆一应俱全，也算是小小的惊讶吧。对于一个暑期来交换的学生来
说，学会做饭其实是很重要的技能，因为他们的食堂暑假是不开放的，因为学生
都放假了，在外面吃饭的话其实费用会很高，而且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所以自
己做饭其实是很方便的。

挪威河流很多，可以说整个城市都被河水所环绕，所以很让人惊奇的就是，
这里的人们几乎都会有游艇，他们会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全家开着游艇，去附近
的小岛上玩耍，钓鱼，钓螃蟹，游泳，烧烤，做一些有趣的户外活动，这对于我
们来说其实是十分难得的，我们也在 kent 的邀请之下，和他们去了一个小岛玩
耍，还在那钓了螃蟹，吃了烧烤，算是十分难得的回忆，对于这个还是十分有感
慨的，因为这算是自己很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能够在闲暇的时光，约上三两好
友，一起外出游玩，这算是对于我来说十分具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而在挪威，
很多人在下午三四点钟就下班了，他们的周六日也都会集体外出，享受与家人的
团聚与欢乐。Kent 一家十分热情，不仅仅带我们去游玩，还邀请我们参加了他的
家庭聚会，和他的家庭一起去吃挪威的传统午餐，吃点心，散步。他们的传统食
物是土豆，将整个土豆煮熟，然后搭配菜，而且再吃菜的时候是会把菜先用勺子
盛到自己的碟子里，这个可能和中国的传统吃饭的方式不太一样，也算是不同国
家之间的文化差别。而且，他们会经常进行家庭的聚会，也算是一种惬意的生活
状态。顺便说一下，这边的人都很爱养狗，也都很爱遛狗，所以在大街上经常能
看见不用种类的狗。

最开始生活的时候，比较惊讶的是当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车辆是会远远的
停下来的，而且极少会有路口会有红绿灯，这个再国内可能是比较少见的，我想，
这一方面也是因为人口基数的原因，如果在国内不设置红绿灯的话显然是不太可
能的事情。但当第一次发现这边的车是会停下来等行人的时候，还是会非常惊讶
的，在连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会因为不好意思让车辆一直等待我们，然后过
马路的时候都会加快脚步，后来听老师说，这属于这边的一种规定，司机在考驾
照时是需要准守这项规定的，虽然是一项规定，但也是秉承着人权至上，对于行
人的保护意识也是很强的。以至于在每次过马路的时候还是会有这受宠若惊的感
觉。
在挪威，大家都会非常友好，我觉得，当你在路上，碰到一个人真诚的对你
微笑，我想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了，他们绝对不会吝啬与对于一个陌生人的微笑，
所以，对于初来匝道的我们来说，每次能够见到大家的微笑也算是一种异国他家
最善意的问候了。而且老年人的生活状态都非常的好，能够经常在大街上看到满
头银发的老奶奶在一起聊天叙旧，其实还是很祥和的。
对于我的项目而言，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在挪威 Ostfold 大学学院与北
京交通大学建立一定的联系吧，在我看来可能承担着桥梁的角色，也算是最先向
他们介绍交大机电学院的人，对于项目而言，我介绍了机电学院所属的一个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对于实验室的实验平台以及实验功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也介绍
了实验室的研究方向，还有一些博士生的信息。对于学院方面的信息，则是主要
介绍了机电学院的不同专业，以及不同专业的概况，对于各个老师的研究方向也
有一定的介绍，我想这对于两校之间的合作有一定的帮助吧，我相信只有互相之
间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才能够使得双方在以后的合作中能够更加长远的进行下去。
在短暂的一个月的项目期间，我们有幸参观了挪威的四所企业，其中涉及到
大型跨国企业，也包含了一些小的研发企业，其中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其中有一家研发型企业，他们是负责将别人的 idea 转换成真正的产品，这个对
于我之前的认识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在我之前的学习中，其实是没有接触到这
种概念，我觉得企业研发出一种产品之后，就会努力让其成为自己的一种特色，
也会努力的保守产品的一些性能，还会通过专利的形式来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保护，
但是我现在却看到了一家公司，专门负责将别人的 idea 实现成产品，从而只是
收取产品研发过程中的费用，通过了解得知，挪威的企业并不是主要依靠量产来
获取利润，这种研发的方式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起到了良
性的促进作用。之后还了解了一家与中国上海一家医院有合作的一家企业，该企
业希望将一套医疗信息系统代入中国，适当的对中国的医疗就诊模式进行一些改
变，对于中国现存的医疗模式来说，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对于很多人，对于发烧感
冒这种有时候比较常见的病也希望去大医院进行诊断，对于一些社区医院之类的
会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其实这在有些时候是会造成一种资源的浪费的，也许在更
多时候，我们能将更加有效的医疗志愿能够提供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这对于医
疗资源的分配来说其实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的。所以这家公司的初衷就是将一
种崭新的医疗模式带到中国来，希望能够使得大家更加重视自己的健康，并且希
望能够同构这种线上对于部分病人的监管模式使得线下的医疗挂号难问题得以
解决或缓解。

一个月的生活已经结束了，我想，我是会怀念这个地方的，无论是街头上互

相礼让的行人，对你微笑的老年人，乐于帮助的青年人，还是已经相识的 kent
一家，ylber，peter，吴老师等等，还有晚上十点仍旧明亮的夜空，举行铁人三
项活动时大家的热情，自己做过的每一顿饭，所触及的每一段风景，这段经历都
会成为非常难忘的一段回忆，它是我独自生活面对一个崭新的环境的一个起点，
我想我以后一定还会有很多几乎需要一个人去面对非常陌生的环境，我能做的就
是去适应环境，认识环境，毕竟，这儿的人都是那么的友好啊！

Norway’s one-month life study is coming to an end.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is
experience will leave a deep impression on my life, not only for the openness of my
own vision, but also for the blending of another culture. It’s a rare thing to really feel
another culture.
Norway is beautiful, especially the natural scenery, it can't be more beautiful, and
many landscapes retain the natural charm. People living here will also love life more.
When we start to live here, we are more surprised to be a pedestrian. When crossing the
road, the vehicle will stop far away, and there will be very few traffic lights at the
intersection. This phenomenon is relatively rare in China. I think this aspect is also due
to the population base. It is obviously not possible to set a traffic light in the country.
But when I first discovered that the car here would stop and wait for the pedestrians, I
would still be very surprised. For a continuous period of time, we will speed up the pace
when crossing the road, because I am sorry to let the vehicle wait. Later, I heard from
the teacher that this is a provision here. The driver needs to abide by this rule when he
takes a driver’s license. Although it is a stipulation, it is also adhering to the supremacy
of human rights and is also very protective of pedestrians. of. So that every time I cross
the road, there will still be such a flattering feeling.
In Norway, everyone will be very friendly. I feel that when you are on the road,
you meet someone who smiles sincerely to you. I think this is very common. They like
to smile with each other, so for us who are coming for the first time, every time I can
see everyone's smile, it is a kindhearted greeting from a foreign country. Moreover,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elderly are very good, and they can often see the old
grandmother with silver hair on the street chatting together and showing a peaceful look.
I suppose I will miss the scenery here, I think I will come here again in the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