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海外学子 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责编：赵晓霞 邮箱：xiaoxiapeople@126.com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2021 年初，距我初来比利时已 1 年有余，然彼
时之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依稀记得初到那日，一路下飞机上火车，乳
白色的欧式建筑令我感到十分新鲜，全英文的路标
则为这新鲜平添几分忐忑。出站时烟雨蒙蒙，我
在等公交车之余，打量这座安静的小城鲁汶，大
家亲切地称它为“鲁村”。鲁村的清晨在昏暗的雨
中显得阴沉，朦胧的光洒在矮小带尖儿的欧式建
筑上，几处散落的涂鸦给街道添了一些生气，站
台上的灰白色鸽子“咕咕”地在人们的脚边儿转
悠着，高鼻梁浅发色的本地人用我听不懂的荷兰语
有节奏地交谈……

倒了两日时差，我便着手跑各种手续——学校
报到、办保险、办银行卡、签入住合同等，置办生
活用品——小到喝水的杯子，大到吸尘器，从城东
跑到城西。

第一个月于我而言，一切都是新奇的：轮廓硬
朗的欧洲人是新鲜的，上学路上小树林里的松鼠是
令人惊喜的，老市政厅是眼前一亮的，当地奇形怪
状的蔬菜瓜果咸奶酪是不敢尝试的，而每日必下的
细雨则是令人崩溃的……

时间从指尖慢慢流逝着，我在不知不觉中褪去
彷徨，按部就班地在实验室里开启留学生涯，学习
新的实验技能，掌握新的知识，这一切就如当地的
雨，不动声色地来了又走，地上留不下痕迹，却滋
养了树木。

让人没想到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从
担心家人到自身应对，从向实验室的朋友传授中国
抗疫经验到加强自我防护，本就孤独的我更加孤独
了，像极了《叶子》那首歌里的那句歌词：“我一个
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
自己对话谈心”。

如果说留学是一场修行，那么这次疫情就是修
行中的劫难。作为留学生，我能做的首先是保护好
自己。药店里的医用口罩早就被抢空了，于是自
己用围巾设计口罩，午餐错峰吃饭，平时注意社
交距离。

2020 年 3 月初，在比利时医院的口罩都匮乏的
情况下，我收到了来自祖国母亲的关怀。由中国
驻比利时大使馆分发的抗疫爱心包裹，里面不仅
有医用口罩、药品等，还有抗疫小册子。感动之
余，我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面对严峻的欧洲疫
情展现了互帮互助的中国精神，向当地医院捐助
了 20 个口罩，因为我深知，在疫情面前，全人类
是一个共同体。

自 2020 年 3 月 18 日学校下达了居家隔离的政
策，便开启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居家生活。久居宿舍
无趣，我便开通了抖音账号，每日上传一些做饭、
原地锻炼的小视频，娱乐之余整理实验数据，劳逸
结合，也拥有了更多与家人的视频聊天时间，略解
思乡之苦。

复工后，为规避人员聚集，学校实行“两班
倒”的政策，实验半开半停。古人所云“一鼓作
气，再而衰，三而竭”不无道理，原本是 3 人合作
的项目，却只有我一人开工。然而抱怨归抱怨，
活儿还得加紧干，正如 《曾国藩家书》 中所言：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
有恒。”

这志，乃是出国留学的起因；这识，乃是留学
之中所见所闻所学；这恒，乃是吾当谨记之词，故
吾不应受旁人之行为思想左右而消极懒散。

我看到有媒体报道，机器人代替人工做实验，
其手法之精确，操作之迅速，令人感叹。细思恐
极，忽地感到一丝凉意，实属夏日降温的好法子。

提及夏日，有几天一连几日高温，精神有些
懈怠，头发还又长了不少，束之则勒，垂之则散
落脖颈，如有蝼蚁，甚痒。终日无风，只得花费
30 欧元购得风扇一台，虽嗡嗡作响，却也偷得几
分凉意。日渐短，也没了子夜时分天儿还甚亮的
景。随后便是盛夏、秋日、冷冬……只是不知，
这疫情何时终结，忽而杜甫的绝句涌上心头，有
道是：“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
何日是归年。”

至此思乡之情又起，不禁思索，何为家乡呢？
没上大学前，家乡只是户籍所在地那一栏填写的汉
字；上了大学，家乡就是羊杂碎和对夹 （内蒙古赤
峰的家乡小吃）；等出了国，家乡就是那一面面五星
红旗飘扬的地方，更在我心里。

留学，不只留学，更让我明白：眼界越大，家
乡的概念越大，责任也越重。路漫漫，“为中华之崛
起而读书”也变得更加具体和迫切。

（作者系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留学生）

留学安全新挑战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9 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
总数为 70.35 万人，较上一年度增加 4.14 万人，增长
6.25%。留学人员规模不断攀升的同时，各类侵害
留学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甚至生命安全的案例时有
发生，留学安全一直是中国家长和学生关注的焦点
话题。

原公安部国际刑警、国际安全教育专家王学军告
诉记者，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国际形势复杂多
变，留学安全更是面临新的、更严峻的挑战。

据王学军介绍，以此次枪击案的发生地芝加哥为
例，据芝加哥警方统计数据，2020年芝加哥地区发生
凶杀案件769起、枪击案件3261起，分别比2019年增
加约55%和52%；2019年枪击案件受害者人数为2598
人，2020年升至4033人。

“因疫情导致的失业问题、社会对立加剧等都增
加了安全风险。此外，在某些国家，既有的种族歧视
问题未见缓解，种族关系进一步恶化，导致种族冲突
发生，这都是留学人员需要面对的新的安全挑战。”
王学军说，“与此同时，原先存在的心理安全问题会
有更大的隐患，涉财案件也会有所上升。”

在多重安全风险背景下，王学军建议“疫情期
间，尽量做到非必要，不出门”。但他同时强调，要
冷静看待安全问题。“有的同学为出国留学做了很多年
的准备，可以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做出审慎选择，比如
可以改变留学国别，选择相对安全的留学目的学校。”

树立专业安全意识

留学安全虽然是居高不下的热门话题，但从关注
讨论到应对有度还有一定距离。在王学军看来，国内
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多数学生又在家长的呵护
下，从而导致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系统的留学安
全知识是留学生迈出国门前宝贵的无形资产，国外的
安全问题的表现方式和处理方式都与国内不同，相同
的是学生需要面对这些始终存在的安全隐患。”

关于留学安全问题，王学军的观点是出不出国，
安全都是头等大事，只不过，学生只身赴异国他乡求
学，会带来相比国内更大的挑战，“求人不如求己，

安全要靠自己”。首当其冲，就是要树立专业的安全
意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公式————要在安全的
时间、地点，分清安全的人，做安全的事。

具体而言，在时间方面，大家都知道夜间比白天
危险，但凌晨更危险，因此，要避开危险的时间段；
在地点方面，留学生可以查询哪些地区的犯罪率高，
哪些地区的犯罪率相对低一些，租房、日常活动就需
要避开犯罪率高的地区；在人物方面，根据熟人作案
在犯罪案件中占比较大的事实，依据时间、地点、事
件3个因素去考量这个熟人有没有问题，感觉有问题
要提高警惕性，也要注意不做炫富的人，以免引起不
法之人的关注和施害；在事件方面，在预防和应对侵
害事件时要采取正确的做法。

“做到上述安全四要素，就基本可以规避风险。”
王学军说。

入乡随俗远离风险

梳理近年来的留学安全事件，可以发现，有一
些事件和中国学子对国内和国外环境、文化等差异
的不了解相关。

“就国内和国外的差异来说，包括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差异，法律差异 （立法原则、执法程序、
执法标准等），宗教信仰差异，社交文化差异，隐私
观念差异等。”王学军总结说。

他举例说，比如在国内将衣服晾在户外是很平常
的事，但在欧美国家，在户外晾衣服可能招致罚款，
也可能导致安全隐患，这和欧美国家的隐私观念、生
活习惯有关；再比如，不同的手势在不同的国家代表

的含义并不相同，OK手势在巴西和德国，意思和竖
中指差不多，在法国等于说对方是废物。剪刀手虽然
是拍照必备，但在希腊，一种说法是由于过去人们常
用两根手指向罪犯扔东西，所以这个手势被认为带有
侮辱意味；此外，常有诈骗分子冒充当地政府工作人
员进行涉财诈骗的案例见诸媒体，这就需要中国学子
事先了解留学所在国的一些相关法律和执法流程，以
便理性甄别，不会轻易上当。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外参加社交活动、和朋友聚
会、出入酒吧、加入社团等要极其小心，要提前做好
功课，做到心中有数。

因此，中国留学生在抵达留学目的国之前需先了
解留学国家的民情、社情、法律制度、风俗习惯，做
到入乡随俗、融入社会，从而规避风险、远离风险。

多方合力护航留学安全

提到留学安全，学子自身的安全意识至关重要。
由万铎科技发布的《2018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安全

报告》 显示，35%的受访留学生认为自身安全意识薄
弱，仅有 20%的受访对象表示知道如何应对校园枪
击、恐怖袭击这类突发事件。近80%的受访对象表示
不知道或不确定如何应对在海外遭遇抢劫或绑架的情
况。这从侧面反映出海外学子的安全意识和应对突发
事件的能力都亟待提高。

“实现留学安全，需要多方合力。”王学军不仅是
护航留学安全的实践者——创办“时分安全”，从行前
培训到国外指导服务整个留学过程，开办讲座呼吁重
视留学安全，而且是多方合力实现平安留学的见证者。

从 2009 年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始实施针
对留学人员的出国行前培训公益服务，从人身安全、
身心健康、国别知识等方面进行培训，如今已成为一
道保障留学安全的重要防线。

王学军呼吁，可在中学阶段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
教育，最好是学生、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以树立学
生的安全意识，提升学生的安全能力，为学生营造安
全文化氛围，进而锻造出学生的安全习惯。他还特别
强调，在教学内容上要体系化，在教学方式上要兼顾
趣味性，让学生在快乐中接受所学并深植心中，将安
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日前，启德教育发布《中国留学市场2020年盘点
与2021年展望》，在综合多国官方数据和调研基础上
指出：2020年疫情对于低龄留学的影响较为明显，对
本硕留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时间安排方面，而2021年
入学的学生留学申请竞争或将加剧。

2020，低龄留学降温

启德教育调研数据显示，2020年“安全因素”成
为中国学生在选择留学目的地时最为关心的因素之
一，仅次于“教育质量”。对安全问题的担忧也导致
了低龄留学降温较为明显。

而对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留学而言，大部分的意
向留学生并不打算放弃留学，而是推迟了留学计划。
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机构 QS 在 2020 年 9 月 4 日至 21 日
调研了来自全球 86 个国家的 312 名已入学的国际学
生，以及来自153个国家的2689名潜在国际学生。报
告显示，69%的学生坦言，疫情影响了自己的留学计
划。他们中有57%的人打算推迟到2021年入学，4%表
示暂时不想出国留学。

《2020 美 国 门 户 开 放 报 告 》 数 据 显 示 ，
2019-2020 年 ， 共 有 372532 名 中 国 学 生 就 读 于 美
国，同比增长 0.8%。

英国受中国学生青睐

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英国成为中国学生留学
目的地的“首选”。相关专家表示，英国课程选择丰
富、高等教育阶段学制短以及2021年夏季即将恢复的
PSW工作签证，让英国留学的吸引力增加。此外，最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英国大学开始接受中国高考成绩
直接申请本科大一。除了高考直申这个途径，英国本
科升学还包括：通过A-Level或 IB、AP成绩申请本科
大一；通过本科预科课程衔接本科大一；通过国际大
一文凭课程衔接本科大二。

据 英 国 大 学 招 生 服 务 中 心 （UCAS） 发 布 的
《2020 年英国本科申请数据》 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英国本科总申请人数超过 65 万，创四年来新

高。其中，申请英国大学本科的中国内地学生，较
2019年同期增长23%，达2.4万人。

留学申请竞争或将加剧

调研数据显示，受疫情对留学申请的影响，2020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选择推迟到 2021 年春季或者 2021
年秋季入学，这势必会占用2021年学校招收新学生的
名额，2021年入学的学生留学申请竞争或将加剧。

此外，国外高校的录取方式和录取标准也在不断
调整，2020年，英国、澳大利亚的一些高校不再采用
滚动录取先到先得的方式，而是根据学生背景和成绩
综合评估后择优录取。大多数美国大学不再强制要求
提交标化成绩，申请人的科研能力与实习经历等软实
力更显重要。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申请成功率，一部分原本单
申请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学生选择联申英国、加拿大等
其它国家与地区。2020 年启德留学客户服务数据显
示，66.1%申请美国高校理工科的学生联申了其它国
家及地区，其中联申英国的占比最高；64.96%申请澳
大利亚高校理工科的学生联申了其它国家与地区，其
中联申英国占比最高，其次是中国香港，这也加剧了
英国、中国香港等地的名校申请竞争。

就此，相关专家建议，要早规划，早申请，尽早
获得申请结果。如部分院校申请失败，可以尽早调整
申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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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留学之风吹向哪儿
本报记者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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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筑牢留学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如何筑牢留学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据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微信公号信息，美国当地时间1月9日下午，芝加哥地区发生连环枪击案，就读于芝加

哥大学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不幸遇难。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对该中国同学不幸遇害深感震惊和痛惜，向遇害者家属表示

深切慰问。

总领馆表示，将继续同当地警方和芝加哥大学校方保持密切联系，为遇害中国学生家属提供必要领事协助。同

时，总领馆提醒领区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居住地疫情及治安状况，注意及时了解当地政府及媒体

发布的预警信息，进一步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尽量减少外出，确保自身安全。

令人沉痛的消息再度敲响留学安全警钟。

海外留学
安 全 第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