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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海归：“不介意晚婚”
韩冬野

相超，“!" 后”海归，曾留学于俄
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经济服务大
学，#"$$年回国，在江苏连云港一家
房地产公司做工程建设。对于目前仍
单身的现状，他说：“一般来说，海归条
件还不错，找到女朋友也较容易，想摆
脱单身，关键还是想与不想”。

“留学恋”，本国找本国的多
%&&'年，相超到俄罗斯海参崴学

习国际商务，“俄罗斯漂亮的女孩很
多，但和中国留学生恋爱的很少。俄罗
斯大学是 (年制，刚上大学的女孩才
十六七岁，还是小孩呢，成熟的俄罗斯

女孩的价值观又和国内不太一样，所
以我没交俄国的女朋友。”

在俄罗斯留学两年，相超曾有过
一段“留学恋”，女孩是他国内的校友，
“我算是和俄国人打交道比较多的，但
交际圈还是太窄了。在海外留学，谈恋
爱大多数都找本国的。”留学归来，因
为性格不合，相超和女友分手了。

“想安稳，但得先求发展”

相超的父亲年近 )&岁，老人家的
朋友和同事都已经抱上了孙子。对比
心切，相超的母亲常催他赶快恋爱结
婚。在父母的安排下，相超尝试了 *次
相亲，结果都没成。“第一次相亲，是对

方的妈妈安排的，那个女孩挺有抱负
的，大学还没毕业，打算去德国留学，
以后想留在那边发展，我这一看就没
戏了。”今年 +月，相超与一个在银行
工作的职员相亲，聊得很不错，“开始
交往后，她提出要在一起就一定要结
婚，我说这是当然的”，但是女孩提出
婚后每年要有 $" 万元的零花钱等要
求，相超不能接受，于是一段恋情还没
等稳定就又结束了。
“父母着急，我能理解，我也不反

对相亲，就随缘。”话虽这样说，但相超
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我身边有不少好
女孩，但我不着急，现在正处于一个学

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也还没能力去
养一个家庭。我也想安稳，但得先求发
展。”相超说。
“单身不是问题，关键是想不想摆

脱单身。”相超不想的原因是“信任度
太低”，“很多女孩子看中的不是你的
为人和你的学识，而是很多物质的东
西。”在他看来，这就造成了海归的敏
感和低信任度。相对的，一些国内的女
孩在听说对方是海归后，也会产生“在
外面玩得很疯，去酒吧、夜店”的印象，
而不愿意与对方再进一步交流。
“在海外留学，让人很独立，也

耐得住寂寞，我不介意晚婚。”相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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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海外留学回国人数不断增

加，“!" 后”海归加入就业大军。事业还处

于打拼阶段的他们，身上的压力和担子越来越

重。有研究显示，海归的幸福指数正在下降。

幸福从何而来？我们惯常将自己的人生与

身边的同事、朋友对比，如果好过别人，就在

精神上感到愉悦和满足，会觉得幸福。对于海

归而言，与过去大众眼中的“海外学成归来，

一份体面的工作，一笔可观的薪水”相比，现

在的海归求职往往是低起薪或从基层做起，这

前后之间的落差在海归心中形成了一种紧迫

感。这种紧迫感一定程度上的确能敦促他们不

断进步，但也有可能使他们在心中营造出一种

事业成功就等于极大幸福的定式。在这种定式

的支配下，越来越多的海归，把大量的精力都

集中在打拼事业上，几乎没有了自己的业余生

活，大龄单身海归的数量也逐渐增多。

但幸福与否不仅仅取决于事业的成败，更

主要是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如今，有些海归长

时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虽然有很高的经济

收入，事业也有成，但与其他同事、朋友相比，工

作压力大，业余时间少，他们仍不幸福。

唯有调整心态才是提高海归幸福感的上

策。莫以事业成败论幸福，海归需要学会适时

放松，拓宽交际圈，选择运动或者聚会等方式

排解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和压力。很多“!"后”

海归事业仍处于打拼阶段，但应该学会主动休

息，工作有张有弛，才有可持续的动力。而对

于婚恋，还是那句老话，幸福要趁早。

莫以事业成败论幸福
齐 心

%""" 年，范鸿飞
背起行囊，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
赴法国拉维莱特国家高等建筑学院重读建筑专
业本科，并攻读了建筑学硕士。毕业后，他在
法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去年回国。现年 ++ 岁
的他目前在北京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谈到自
己的婚恋观，范鸿飞诚恳地说道：“有眼缘很
重要，否则不可能在一起。当然，彼此要能互
相取长补短，一起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不
过，我觉得爱情这种东西，还是可遇不可求。”

在外一门心思为事业

说到自己在国外的感情经历，范鸿飞表
示，那个时候自己的感情经历是空白的，虽然
曾有过不错的机会，但他放弃了。“那时候有
法国人也有中国人，不过还是理智战胜了情
感，仅限于彼此有好感，并没有再往前进一
步。”谈到原因，
他自我剖析道：
“还是由自己的
性格决定的。我
留学前就告诉自
己一定要拿回来
两个学位证书，
否则对不起家
人。所以，我在国外时，心思只是在学业、事
业上，对于感情考虑得很少。我每天的压力都
比较大，既要读书又要打工。我觉得只有这
样，自身的条件才会完善，以后该来的自然也
就来了。”

除了一门心
思为事业，范鸿飞在国外选
择单身的另一个因素是文化差异。他在国外也
碰到过条件不错的法国女人，“她是我的大学
同学，是在公共课小组里认识的。开始我和她
关系很普通，不过后来朋友常开我和她的玩
笑，关系就变得暧昧起来。但后来我觉得无法
跨越文化差异这道鸿沟，也就没有进一步发
展。比如，法国人见面，无论男女，都要互相
亲脸颊以示友好，次数多了，我就适应不了。”

有机会就要抓住

回国之后，范鸿飞也曾有过两段感情经
历，不过都因为
对方的拜金倾向
而画上句点。“我
当时月薪 %万元
左右，比一般白
领高一些，但也
不算富裕。但
是，女方却经常

花 (""" 元左右买衣服，而且吃饭的要求也比
较苛刻，会以消费高低来评判食物档次。我受
不了这种行为，‘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才是
我所欣赏的。”范鸿飞说。
“我的态度和家里人相反，并不着急。我

认为一切都水到渠成，该来的自然会来。当
然，一旦出现了机会，我会尽量抓住。”他用
了一个故事来比喻机会的重要性：一个西方哲
学家问他的徒弟婚姻是什么，徒弟不知道，哲
学家便让他去花园挑一朵最美的花回来，到时
候就会懂。过了一会儿，徒弟回来了，两手空
空。哲学家问徒弟，怎么没有摘花？徒弟说，
我总觉得前面有更美的，结果反而错失了。哲
学家意味深长地说，其实婚姻就是这样，有机
会就要抓住，否则只能独守空巢了。范鸿飞也
奉劝其他的单身海归，有机会一定要抓住，错
过了就真的很难再有合适的了。

$" 月 %( 日至 %) 日，在江西省现代农业
建设交流会现场，有机农业颇受关注。有机农
业是指在作物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合成农
药、化肥、除草剂、生长调节剂等化学物质，
产品贮藏、运输过程中未受有害化学物质的污
染，比人们所熟知的“绿色农业”标准更高。

农业新标杆

“上世纪中后期，为了满足国人日益增长
的粮食需求，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大量高产量
的矮秆、半矮秆农作物品种投入生产，使国家
获得了稳定的粮食供应。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随着化学肥料的大量使用，公众的食品安
全也埋下了隐患。”“千人计划”农业专家高
昀说道。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
长，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所摄
入的粮食有了更高的标准。在这个过程中，有
机农业市场随之而生。

某农业集团董事长秘书章屏介绍道：“有
机农业市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最近我们
的一项调查表明，有两成的上海人表示他们会

购买有机农产品。”
有机农产品的盈利也相当可观，高昀认

为，如果能保证持续产出，有机农产品可有
%",到 +&,的盈利。

阻碍也不少

“我感觉，有机农业市场处于起步阶段。”
刚从海外回来投身有机农业领域的王海博士说
道。由于这是一个新兴行业，准备在有机农业
方面创业的海归，会面临融资难和市场推广难
的双重压力。

融资方面，高昀表示，现在很多投资方都
希望投给海归的资金在一年内就能取得收益，
而有机农业不一样，单单是对土壤的改良就需
要两到三年时间，取得有机资格认证从而获得
收益花费的时间还要更长，这导致很多投资方
都不敢在这个方面投钱。所以，海归需要找到更
为成熟的投资方，同他们坐下来谈，有机农业一
旦盈利会是一项长期稳定的、高回报的项目。同
时，王海建议：“刚创业的海归，应该细分领域。”

在市场推广方面，章屏建议：“有机农业
的销售可以采取一对一的销售模式，在一些城
市设立专卖店，把有机农产品放在专卖店中展
示，向消费者介绍有机农产品，甚至把消费者
带到有机农产品基地，让他们去亲身感受整个
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通过良好的用户体验
度和消费者的口口相传，就能把有机农产品推
广出去。” （文中海归均为化名）

海归打造有机农业

机会多
张宇钊

日前，北京市簋街的一家火锅店里，
一场皆是海归的 +&多人的聚餐相亲会正在
进行，他们边享受美食，边相互介绍，希
望能邂逅一丝浪漫和幸福，并借此找到今
后的伴侣。

这只是逐渐兴起的海归相亲潮中的一
幕。聚餐之外，电视节目、网络、婚恋机
构的“! 分钟”约会等也成了海归寻找另
一半的形式。

工作父母双压力

启德国际教育研究院最近发布的一项
数据显示，在 !&&&名年龄在 #&至 +&岁的
受访海归群体中，单身的比例占 (!,。从
近期海归聚餐相亲的现场，也可以发现不
少海归年龄在 #! 岁至 +( 岁之间。他们坦
言，回国后事业正处于上升期，工作繁忙，
没有过多的时间交友，而且交际圈也很窄，
多局限在工作中的同事。

王涵是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博士，
今年 +(岁，仍然单身。母亲让她留意周围
人，“我周围就 * 个单身男士，其中两个
已有女友。而且平时工作太忙了，也没时
间去关心这个。父母也很着急，有一天竟
然跟我说实在找不到，外国人也行！”王涵
的话里，充满了无奈。

对于海归的婚恋问题，做家长的也有
自己的想法。李阿姨的儿子留美回国，对
于今后的儿媳妇标准，她认为：“孩子出
国读了那么多年，应该找一个工作不错、
门当户对的女朋友。首先年龄不能超过 +(

岁，婚育年龄是我们作为父母要考虑的；
其次不能给我找回来一老外，我都没法交
流，有点接受不了。”

择偶方式较单一

留学期间的文化差异，确实成为海归婚
恋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曾在美国留学的姜林
便是一例，“去美国学习，我希望能学到最地
道的美语。因此，为了能更好地练习英语，接
触当地的文化，我的朋友多是美国人，但说

到找另一半，我还是不能接受自己和
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所以我

在留学期间一直没有

遇到合适的男朋友。”
海归在国外的圈子比较小，

文化差异使他们不会轻易选择跨
国恋，只能等留学回国后，再开
始自己的婚恋进程，但这时他们
的年龄压力又摆在眼前，并且还要
面临新的工作挑战。回国两年的
段琪，在一家国企工作，“进单位
后，我发现周围单身的同事已经没
有几个了，自己又比较宅。一般
都是通过朋友介绍的方式寻找另
一半，可是见面之后也都感觉一
般。”段琪说，其实自己身边的几
个留学回来的闺蜜也都是单身，
除了朋友介绍，就是家里安排的
相亲，交往的方式仅此两种。

就此，相关人士表示，单身海归择偶
方式单一，仅通过工作圈子、朋友圈子的
推荐介绍，交际圈有限，这也是他们婚恋
进程中的一块“绊脚石”。

别等到期再行动

在近期发布的 《#&-%年海归就业力调
查报告》数据解析的现场，启德教育集团
留学事业部总经理张杨也谈到：“在我们调
查的结果当中，女性海归单身的比例要高
一些。像我们公司有很多很优秀的女性海
归都是单身，为什么？因为就海归而言，
他们回国后，更倾向于选择有同样留学经
历的人在一起生活，这样已经将选择的范
围缩小了一层。再加上女海归在择偶时考
虑的因素比男海归要更全、更多，她们的

选择范围会更小。所以最好在读
书时，就考虑一下婚恋，记得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

硬。”
但是从 《非诚勿扰》 的男女嘉宾情况

来看，其工作人员并不认为海归的择偶眼
光高于别人，“从他们选择另一半的要求
来看，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

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马泽中主任认
为，“!&后”单身海归以女性居多的原因
在于———她们之前有着深刻的感情经历和
印象，对新的感情有一些不确定性。而男性
单身海归，从心理学讲主要是内心存在一种
心理优势，生活上追求更高，感情的需求更
明确，所以不容易确定一份感情。

对此，马泽中建议，海归回国后，一
定要了解自己回归的城市环境，调整好自
己的心理预期，是要找我爱的，还是适合
我的。另外，海归的父母也不要给他们太
大的压力，如果给他们的空间太少，会引
起海归的逃避心理或者抵触心理。从目前
接触的海归群体来看，这种情况已经占到
了 -.+，所以父母还是要给他们一个合适
的空间。

此外，马泽中还希望社会能组织一些
健康的户外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不以交
友为目的，比如我们心理学的成长小组、
社会上的旅游和其他主题活动，通过这些
活动，海归能够扩大自己的交际圈子，这
对于海归来说，既是一种放松，也可以增
加遇到合适的另一半的机会。”

（文中海归均为化名）

海归婚恋

“绊”在何处？
张 玉 刘 岩

心之露 （北京） 心理咨询中心创

始人李忠军建议：

现在，很多海归在巨大的创业、

就业压力下，选择事业而忽视婚姻。

这种看待婚姻与事业关系的想法是不

正确的，幸福美满的婚姻不但不会给

事业带来牵绊，相反婚姻是事业道路

上的有力支持，在婚姻中可以完善自

己，健康的婚姻也可以带来更多积极

影响。同时，也希望社会尤其是家庭

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尊重他

们的选择。

《中华儿女》栏目主编骆瀚建议：

很多海归在择偶时标准都比较

高，在感情方面夹杂了很多其他条件。

其实，“!"后”海归可以向上一辈海

归学习，感情比较朴素，并不太多考

虑社会地位，然而他们的感情却很牢

固，培养出来的下一代也是很优秀的。

我建议，海归应该放下光环，把自己

的海归经历当成个人修养的一部分，

而不一定非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

婚恋专家建议：

现在单身海归的婚恋平台比较少，

平时的交际娱乐圈子也有限，摆脱单

身状况的途径还比较单一。其实，社

会上寻找伴侣的平台越来越多了，婚

介、网络等各种平台都可以成为寻找

另一半的方式，应该相信权威的第三

方平台的力量。

专家建议〈〈〈

范鸿飞：
我的爱情可遇不可求

刘依林

范鸿飞近影

刘依林绘

左图：北京市的一

个海归群体内部组织了

一次聚餐相亲会，他们

既享受了美食，又在多

个游戏中认识了更多的

朋友。

下图：互动游戏环

节，男士向一女孩递送

纸条。

张 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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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女海归正在查看有机蔬菜的长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