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学素描

选择寄宿家庭为哪般？

关于留学生住宿，澳大利亚政府有明确规定：未满 !"

岁一定要住寄宿家庭，不能独立在外租房。像这样的规定
并不少见，在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也有。由于这个
原因，到国外读初高中的小留学生大多会选择寄宿家庭。

同时，也有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会选择寄宿家庭。在
威斯敏斯特大学学新闻专业的张宣桐 （化名） 说：“我选
择寄宿家庭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在国外就读，一般院方提
供的住宿都比较贵；二是我和同学一起去的，不希望被分
开；再就是，在外面寄宿的话，可以按照自己的饮食习惯自己
做饭，我吃不惯西餐，一次两次还好，吃多了我会疯。”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的高岚看来，寄宿家庭
有时仅仅是一个跳板，一两个月之后就搬出去住了。

还在保定外国语学院上大二、准备出国留学的立夏认
为，住寄宿家庭的话可以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更

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中去。

“痛并快乐着”

“我的寄宿生活总体来说，痛并
快乐着。虽然大体了解国外的生活方
式，但是具体到细节就不清楚。比
如，对待刷盘子问题，刷 # 遍就是 $

遍，他们特别认真。还有很多生活习
惯，当你不理解时，不要冒失地发
问。但是当你融入了，房东会对你特
别好。比如，万圣节、圣诞节等节日
都会叫你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张宣
桐说，“寄宿生活让我更好地学会了
如何处理文化冲突及与人相处。”

而笔者在采访小留学生父母的过
程中了解到，选择什么样的寄宿家庭很多时候都是由留学

中介和学校决定的，有很大的随机性，到国外之
后很多事情也并不像家长预期的那样。有些家长
表示，部分房东在小留学生刚去的时候，会照顾
得很好，但时间长了，也可能会有问题。比如，
不会照应到留学生原来的饮食习惯；有些房东为
了省电，夏天开空调的时间短，要开的话，学生
还要另外付电费。

还有部分留学生家长反映，有些小留学生坚
持在国内养成的生活习惯，以致和房东出现摩
擦。在墨尔本读高中的北北（化名） 谈到自己避
免摩擦的成功经验时说：“在出国前，妈妈有意
识地让我自己洗衣服、做饭等。现在，房东有事
外出无法准备饭菜时，饭都是我自己做的，顺便
会帮房东的女儿做一份。开始不太适应，时间长
了跟房东关系越来越好了。”

事先了解详细信息

因为儿子在澳大利亚留学，一位母亲退休在
家后，用了几年时间一直在追踪小留学生的问
题。对于寄宿家庭的问题，她提出了自己的一些
看法。
“一方面，现在很多家长盲目跟风把孩子往

国外送，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出国。很多
孩子到国外很难适应，生活上不能很好地照顾自

己。另一方面，希望家长在选择寄宿家庭时可以更用心一
点。一些孩子遇到过这样的事：出国前，学校提供的房东
家庭成员人数和孩子出去后看到的不属实。学校说，房东
家里就两三个成员，但是孩子出去后发现是五六个家庭成
员。”这位母亲说，“另外，家长应该多和监护人联系了解
孩子的情况。因为部分房东并不会太严格地要求学生。比
如，有些孩子晚上出去玩，有些房东是不管的。但是，也
要提醒母亲们，不要总往孩子身边跑，这样并不利于孩子
成长。”

津桥国际的相关留学专家告诉笔者：“在寄宿家庭生
活有利也有弊。现在申请寄宿家庭的大多数为初高中生，
大学生和研究生比较少。就‘利’的一面来说，相对于学
校，寄宿家庭的条件一般要好些；同时，房东还会接送孩
子上下学；另外，在寄宿家庭会有很多派对，可以丰富学
生的生活。但是寄宿家庭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
费用比较高，而且需要一次性交 % 年的费用。此外，在学
生去寄宿家庭之前，对它并不了解。如果对寄宿家庭不满
意的话，会很难调换，只能选择慢慢磨合。”

该专家提醒选择寄宿家庭的留学生：“在选择寄宿家
庭时，尽量多了解它的详细信息，确保自己满意。去之前
给房东打个电话，说一下自己的相关信息，确定行程。可
以带一点小礼物给房东，这样可以拉近感情。在日常生活
中则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去触犯到房东的原则。比如，
国外的人都很在意自己的私密空间，尽量不要去打扰；多
去了解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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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在比利时，欧华中文学校
在新校址拉开了第五届迎新春中国节的
帷幕。

上午 ' 时，学生、老师和一部分家
长，已经陆陆续续来到学校，并带来了亲

手烹饪的美味佳肴，有精美的西式甜点，
也有可口的中国餐点。包饺子仍是必不可
少的保留节目。大家齐上阵，聊天、擀皮、
放馅、包着饺子，一片欢庆景象。

%% 时左右，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廖力

强、欧华中文学校名誉校长苏才斌来到
会场，和所有学生一起拍下了“全家福”
合影。苏才斌先生代表中文学校致辞，
并送上祝福。

廖大使讲话说，来到欧华中文学校
就像走进了一个由中外各国朋友组成的
和睦的大家庭。祝愿欧华中文学校这一
和睦的大家庭继续持久地发展。随后，
廖大使还为持续五年在校学习的学生颁
发了纪念品。

汇报表演在《恭喜，恭喜，恭喜你》

的歌舞喜庆声中拉开序幕。每个班都拿
出了他们的看家本领，有小品、有歌舞、
有诗歌朗诵。学生们生动、诙谐的表演，
赢得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喝彩。
欢声、笑声和掌声贯穿着整个的演出。

演出结束后，大家一起品尝着“新
鲜出炉”的水饺和来自各国的美味。有
新朋，也有老友，大家用他们各自国家
的语言或手势交流着。怀着对古老中国
文化的热爱，两百多位中外朋友来到这
里一起迎接 &(%)年新年———蛇年。

“'(后”大学生倾向“留学不移民”
据 《广州日报》 报道：一项针对国内 %% 所

重点大学的正在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的调查显
示，我国“'(后”大学生倾向于“只留学不移民”。

调查显示，表示将来希望“在国外长期就业
或移民”的受访人只占 '*))+，,-*%,+的被调查
者表示留学是为了提升自己就业的竞争力和软实
力，)'*."+的受访人是为了接受高水平教育。
)*"$+的学生表示自己准备留学是跟风，受周围
同学影响。

课题组负责人指出，这表明如今的年轻人留
学更加理性、有针对性。根据调查和访谈，大部
分同学是为了提升素质、拓宽视野，为移民而留
学的情况大大减少。他们认为，“留学不移民”
的新现象值得关注，这与 %(年前形成鲜明对比。

（李 琼）

&(%)年中俄增加互派留学生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驻俄罗斯大使

李辉近日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在 &(%) 年将进一
步加大两国教育合作的力度，增加相互间互派留
学生的人数。

目前，俄罗斯全境共有两万多名中国留学
生，随着中俄贸易的不断加强，两国的互动增
多，俄语留学升温，对比欧洲国家不菲的留学费
用，在俄语国家几乎等同于国内大学的费用水平
可以让中国学生轻松实现留学欧洲的梦想；另
外，值得注意的是，俄语国家学历被欧美所有国
家承认。 （焦 玉）

海归企业在宁注册超 &,亿
据《扬子晚报》报道：近日，南京市人社局

召开新年首场 )&%留学人员与企业的融资会，会
上有 "(余家来自世界各地在宁创业的留学人员
寻求与投融资机构合作对接的机会。

据南京市人社局局长朱志宏介绍，“南京创
业人才 )&% 计划”自去年起在 $ 年内，将引进
)((( 名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重点培养 &(( 名
科技创业家，加快集聚 %(( 名国家“千人计划”创
业人才。“)&% 引进计划”实施 % 年来，南京共有
.".% 人提交申报，%,,( 人入选。截至去年底，有
'".人入选，',%人在南京市创业，企业注册资金
超过 &, 亿元。据了解，融资会是 )&% 计划入选
者及在南京创业留学人员的投融资对接平台，去
年组织了 $ 次融资对接，先后有 %,. 家企业和
$$家投融资机构参加。 （孔超超 董婉愉）

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前段时间刊出的

“春节特刊”主题是“春节的世界性”的时

候，我先是一愣：春节不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吗？而且在国外庆祝春节似乎是华人圈子里

的事，怎么和“世界”扯上关系了？但仔细

一想，觉得这么说确有道理。

比如，英国一个由有 &$ 年经验的导游

和 ,个从事学术、出版、营销和编辑工作的

伙伴建立的旅游信息网，综合世界各地旅游

信息，总结了 %(个庆祝中国新年最佳城市，

其中竟然只有两个中国城市！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春节庆典今年已经

是连续第 %% 年了，应该也算伦敦每年的常

规节目了吧！除了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

特、诺丁汉、纽卡斯尔等大城市会有各种公

共表演，据说我所在的肯特郡会在查塔姆小

镇上组织规模属英国前三的庆祝活动。我的

同事说，他打算带自己 "岁的儿子去看查塔

姆表演，因为这是让小孩接触异域文化的好

机会。

中国新年庆祝在西方城市的逐渐流行，

似乎已经超出了最浅显的两个社会学意义，

即：一方面可加强华裔移民之间的群体纽

带，另一方面能提高华裔群体在当地社会的

可视度。当“饺子、舞狮、鞭炮和免费的小

纸灯笼”似乎已经成了部分英国城市每年 &

月的一种约定的时候，我想起吉登斯在研究

全球化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时，曾经提出“后

传统社会”的概念：即社会传统不再是刻板

的纵向代际传承，而一个社会“传统”的构

造变成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流的吸纳及对

观念碰撞的回应。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和芬兰朋友特鲁迪聊

天，她的寒假是在塞浦路斯度过的。她眉飞

色舞地向我讲述元旦那天她和两个朋友在野

外露营的经历，她特别提到元旦那天早上，

她居然一出帐篷就看到了一条蛇！还没有等

我开口，她就接着说：“我当时就想，&(%)

年是蛇年，蛇年开头遇到蛇，你说我今年一

年是不是都会特别走运？”我当时惊讶极了，

因为听她提起蛇年时那稀松平常的口气，好

似对于这个欧洲的“"(后”，中国新年也是

她熟悉的传统的一部分。

特鲁迪对亚洲文化知之甚少，但她喜欢

春节。在她看来如果多一个机会迎接春暖花

开，为什么不呢？这倒像海明威在《流动的盛

宴》中曾经感叹过的，“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即

便仅仅是虚妄的蛛丝

马迹，也能够让人意

识到天底下没有比追

求幸福更重要的事

情”。只要你能摆脱

约定的束缚，每一天

都有无限可能。

近日，在澳大利亚读高中的小唯（化名）给父母打来电话哭诉：房东不

照顾她，晚上 %(点才回家，自己饿着等到他们回来才吃上饭。这已经不是

小唯第一次抱怨房东，之前因为吃不饱饭、限制洗澡时间、不开暖气等问题

已经跟家长抱怨过。

“留学寄宿”是门大学问
康训鹏

英国也过
“中国新年”

张悦悦

迎新春 中国节

普天同庆过年喽！
张红路 文/图

“学习一门语言，就想去讲这门语言的
国家看一看，感受一下最纯正的文化氛围。”
在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学交
换留学，读西班牙语专业的岳净川很看重文
化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国外教学模式与国内的差别让岳净川
慢慢接受改变，学会适应。“课堂上学生的参
与度很高，每门课一周会有一节实践课，用
来巩固理论课上学到的知识。”岳净川很赞
同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例
如，在拉美西语这门课上，针对语音的演变
这一问题，学生被分成小组，然后找寻课堂
上不同国家的同学，并向他们学习咖啡、可
可、玉米等拉美衍生词的发音。最终，比较异
同、总结汇报。当然，老师也会通过引用历史
文化方面的知识，对比语言的变化，启发同
学思考原因并得出结论。“国内会忽略这一
过程，更注重理论的直接呈现”，在岳净川看
来，国外启发式教学激发了学生参与实践的
热情，实现了师生间的良性互动，为国内课
堂提供了借鉴。

他国之人 可以暖心

“人文关怀”是岳净川对异国文化的又

一感触。“课余时间，和同学一起去过西
班牙的几个城市，也去过欧洲的其他一些
国家。”岳净川说。西班牙人的热心，葡萄
牙人的热情，德国人的帅气，法国人的友
好……旅游的经历，让她对异国的文化有
了更真实的感受。一次从葡萄牙坐大巴赶
回学校，大家赶到车站时，末班巴车已经
开出半个小时：天色已晚，没有旅馆可住，
天明赶不回学校还要错过第二天的课程
……大家用西语和讲葡萄牙语的车站员工
沟通，对方在勉强听懂的情况下竟然叫回
了旅游巴士！“对方没有责怪就把车叫了
回来，真的超感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岳净川仍难掩内心的感激之情。

当然，专业课教师的关怀也让岳净川印
象深刻。“语言课的老师会很耐心地放慢语

速解答我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关心我生活
是否适应。”岳净川感动于这异国文化中的
“人文关怀”。在她心中，学懂一门语言更重
要的是懂得讲这门语言的人，而人与人之间
的关怀给了她深刻的感悟。

他人视角 可以自鉴

“初衷就是想多增加点课余活动，传播
一下中国文化。”谈到利用课余时间辅导汉
语的经历，岳净川提到了“中国文化”，
“我正在辅导的一个女孩，学习中文纯粹是
因为喜欢，她会在空闲时看一些简单的中
文书籍，一直坚持了 $年”。在教授汉语的
过程中，学生遇到的问题，也常常会引发
岳净川对于自己西语学习的反思：“有一
个 )岁的西班牙男孩，总不能集中注意力，

我就做了看图识动物的课件。”有了站在他
人视角上思考语言学习的经历，岳净川更
加注重语言学习的趣味性，并将文化因素
融入到了学习中去。

蛇年春节要在西班牙度过，岳净川在和
父母的视频聊天中不敢流露过多想家的情
绪。和关心自己的老师、同学在一起，岳净川
对新一年的到来充满了信心。

岳净川：
学习一门语言 感受异国文化

徐 恺

来源：《英国漂留记》

来源：《英国漂留记》

合唱：《龙的传人》

歌舞表演：《恭喜，恭喜，恭喜你》

岳净川在巴塞罗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