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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博士的问候

学生聚焦

来自印度的茶丽思玛

IMD 报告

一个留学生的故事

政治学专业大四学生

欢迎打开《通往布鲁克》七月刊。
虽然夏季学期的课程并没有像秋冬学期那样
紧张，但是布鲁克大学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
国际市场开发部（IMD）的员工们正在忙碌地为
2012／2013学年做准备。我们安排了秋季的行程
计划以及参加了许多如参观学校等校园活动。现
在就来关注我们的微博
http://www.weibo.com/brocku，了解我们的实时
动态吧。
在我们的健康生物科学综合楼即将落成的同
时，MIWSFPA的建设也有了巨大的进展。如果你想
了解更多信息，本期《通往布鲁克》将会有更多
关于该楼的介绍。
如果您继续往下读的话，您将有机会认识一
名出色的国际学生，即使在暑期里还在努力地工
作着。
虽然夏季的尼亚加拉地区热浪滚滚，但是炎
热的天气依旧无法抵挡我们去户外享受大自然的
热情。
祝您阅读愉快。
此致
敬礼！
IMD 博士

我叫茶丽思玛，来自印度，是一名在读的
大四学生；我所就读的专业是政治学。
在来加拿大之前，我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
一所叫做伍德思多克的国际寄宿学校读书，一
读便是九年。离开那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又要开始适应新
的国家，新的文化，并且要惜别那些与我朝夕
相处的“第三文化小孩”朋友们；然而，与此
同时，我也满心期待正在等待着我的各种挑战
与惊喜。
机遇不期而至。来到异国他乡的第一年，
对于我来说，其本身便像是一次冒险。在布鲁
克大学学生生活及社区体验中心工作（Brock
Student Life and Community Services），我
有机会参与社区里的活动，这让我学到了许多
课堂里所学不到的知识。
布鲁克大学是一个很包容的团体。无论是
在课内还是在课外，我都结识了许许多多来自
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同时，我的政治学
教授们也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他们的热忱与激情以及在专业上的建树促
使我在学术上拓宽视野，同时也鼓励着我为学
习自己喜欢的专业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我
也是正在尝试在布鲁克大学成立加拿大国际理
事会分支的积极分子。
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一年之后，我会为自
己是一名布鲁克毕业生和校友而感到骄傲。我
会牢牢记住我在布鲁克大学所学到的一切关于
做人的道理，并依此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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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网上与我们联系

敬请访问我们的中文版招生官网：
brocku.ca/international-recruitment/brock-andyour-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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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我们造访您所在的地区，听取我
们对布鲁克大学的详细介绍，请速与我们联
系。电邮: international@brocku.ca

请加入我们的社交媒体：
1472631048
page.renren.com/670000402
weibo.com/brocku

www.brocku.ca
Socialize with us!

新加坡
圣卢西亚
特立尼达
英国
美国

page.renren.com/670000402

weibo.com/bro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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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聚焦

最新合作伙伴

表演艺术中心 （PAC）
与社区的独特合作

艺术与表演学院

布鲁克大学的玛丽莲.艾.沃克学院即将搬
到其位于圣凯瑟琳市市中心的新家。新校区的
落成将丰富学生的课内外生活，为主校区腾出
更多的空间，并为尼亚加拉地区的经济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
为了增加当地就业机会，加速当地经济发
展，安省政府的“开放安大略”项目向布鲁克
大学新校区投入了两千六百二十万加币资金。
同时，热心慈善的艺术家玛丽莲.艾.沃克也为
布鲁克提供了一千五百万加币的资金，旨在复
兴尼亚加拉地区的艺术产业。

校内外活动

竭诚期待与您合作

未来的设计还包括使有历史特色的老建筑与
现代建筑相贯通。坐落在尼亚加拉地区中心地带
的两幢分楼将组成学术文化艺术中心，可容纳
500 余名学生与教工。

学校与社区活动

我们对新合作伙伴的加入表示热烈欢迎，并且
期待与您共创佳境。
Career Mosaic
Franquicias Enjoy Languages
HR Promoters
H.Y.A. Services
IEC Abroad
ISE World
Kimokran
Liaoning Huanxing
Noble Preparatory Academy
Students of the World
Study International Ltd
VIP Study Overseas

校内外活动
图：完工后的新建筑效果图。位于右侧的是新的演绎中心
大楼左侧的是玛丽莲.艾.沃克艺术与表演学院，两幢大楼
将会相互连通。

图：玛丽莲.艾.沃克参与布鲁克大学的“双向思维，全
面发展”行动。

布鲁克大学将翻新一座毛纺织厂，将其作
为沃克学院新址。

图：新演义中心艺术效果图。

新的沃克学院预计将在 2014 年 9 月开放并投入使
用。若想了解具体建筑进程，请查看建筑工地的直播
录像：
www.stcatharines.ca/en/pac/PACWebcam.asp

学校与社区活动

成功起跑线
时间：6 月 25 日 至 8 月 10 日
即将入学的大一新生们，你们现在可以在网上
注册“成功起跑线”活动。在这个为期一天的活动
中，你将会在其他同学和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注册计算
机帐号，办理学生证，熟悉学校的服务与设施等。同
时，我们也热忱邀请家长和亲友们来参加本次活动，
从而了解布鲁克学生的在校生活。新生们，现在就来
注册吧！注册网址：
http://www.brocku.ca/registrar/smart-start
蒙特拜罗公园音乐会
时间：7pm－9pm，每周二与周日，7 月 3 日－8 月 28 日
地点：Montebello Park, Downtown, St. Catharines
这个夏天，在每周二和周日的傍晚，
Montebello Park 都会上演一场精彩且免费的音乐演
出。路过的朋友不妨驻足小憩，在音乐中放松自己的
心情吧！
www.stcatharines.ca/en/experiencein/ConcertsinMonte
belloPark.asp

尼亚加拉摩托车展
时间：7 月 20 日－22 日
地点：Scotiabank Convention Centre, Niagara Falls
这将是尼亚加 拉地区最 大型的一次摩 托车
展。届时将会有 250 余家业内厂商和行业品牌参
加展出，同时还会有摩托车特技表演以及试驾等
活动。
www.niagarafallstourism.com/events/niagaramotorcycle-show/
圣凯瑟琳划龙舟活动
时间：7 月 28 日
地点：Henley Island, Port Dalhousie
划龙舟是近年来日渐兴起的体育活动。在这
次活动中，布鲁克桨头龙舟队将挑战来自圣凯瑟
琳的其他队伍。 该活动的所有收入将投入“源泉尼
亚加拉”和圣凯瑟琳博物馆。
www.stcatharinesdragonboat.org

科尔本港运河日
时间：8 月 3 日－6 日
在这个海洋文化节上将会有许多的活动，音
乐会，高轨横帆船展示以及为期四天的庆祝历史
和遗迹活动。 科尔本港是一个湖港城市，它连接
韦兰运河和伊利湖。城市历史悠久，居民热情好
客。
www.pcetdc.ca/page/canal_days

图：即将被改造成玛丽莲.艾.沃克艺术与表演学院的加
拿大毛纺织品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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