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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留学“性价比”怎么算？
成怡昕/文 杨莹莹/图

近日，教育部发言人就留学人员低龄化现状
发表建议：这些留学的孩子比较小，自理能力不
足，希望广大家长和孩子能够全面分析，科学理
性地作出选择。那么，低龄学子及其父母究竟该
如何为留学做准备呢？

曾遇到很多困境
“在来之前，我幻想过无数种潇洒的留学生活。

而现在，我只是一个人守着一台电脑，面对数不清
的作业和需要回复的邮件。这种落差已经不是语言
能够表达的了。”4月24日，许艺文抽空接受了笔者
的视频采访。

2014 年 9 月，许艺文前往加拿大就读高中。父
母出于安全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替她选择了当地的
寄宿家庭。“这个星期因为我要准备考试，所以比较
忙。忙起来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怎么想家了。”许艺
文所在寄宿家庭的生活习惯与她的生活习惯有着
一定的差异。而语言上的障碍和思维习惯上的不同
也让她备感压力。

很多接受采访的低龄留学生都坦言自己也曾
遭遇过这种困境。对于很多出国读初中或者高中
的留学生来说，面对不同的语言环境、不同的课
程，往往会经受很大的压力。有时候交流上的问
题、文化上的冲突也会在孩子的成长中带来隐
患。此外，低龄学子在留学过程中还可能会存在
生活能力缺失的情况。

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孩子在低龄留学的过程中，家长的角色至关重

要。从留学前的选择阶段到学子出国之后的适应阶
段，家长都需要仔细考量。“万事开头难”，对于留学
生家长来说，必不可少的是保持理性。

大部分低龄留学生的心智尚未成熟，他们更
需要依赖一个熟悉的环境健康成长。然而，提高
低龄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大程度上需要父母的教育与引导。一些留学专家表
示，对于低龄留学家庭，父母应该提早了解孩子留学的相关信息。最好提
前一两年就制定规划，开始对孩子各方面进行锻炼和引导，让孩子在留学
前有针对性地做好各种锻炼以及心理准备。

“我在国内的高中就读于国际部。在接触到国外教育之后，我觉得国外
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比较适合我，能够更好的锻炼我的自主学习能力。
我父母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知道了出国留学的好处，就决定让我出国了。”
李明月目前正在加拿大安大略市就读高中。她坦言，出国的决定是父母同
自己商量的结果。

理性准备 提前适应
“在国内时，我的课程和时间大多是老师和父母规划的。现在，我在加

拿大的一切都是自己规划的。我的学习或者生活方面，如果哪里出现了问
题，我都随时调整。比如，在国内时，我们高中都有晚自习，晚自习也大
多数是老师讲课。但在国外放学特别早，下午2点就放学了。”李明月一般
会在晚上10时半左右睡觉，在放学之后的这8个多小时里，她会自主计划
安排自己的时间。“写作业用 2小时，复习预习用 1小时，吃饭做饭用 1小
时，之后再去健身房锻炼2小时，最后在临睡前再读一读喜欢的书，充实一
下自己。”

李明月喜欢自主规划自己的时间，但很多中国学生更习惯于听老师
讲。在欧美教学体系中，老师更鼓励孩子多提问、多表达，哪怕用语并不
是很准确，哪怕有一些语法错误，这样更便于了解学生是否真的听懂了。对于
上课习惯的变化，一些留学专家建议学生出国前，多进行一对一的英语语言
辅导，提高说话的能力与自信。对于英语成绩很好，也愿意开口说话的学生来
说，也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依然会面临一段听不懂、说不明的英语适应期。

另外，家长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孩子提早体验一下留学国家的文化和
生活，一方面有利于孩子更直接了解未来留学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早
期的体验来判断孩子是否适合出国。

近几年，留学市场出现了留学生低龄化现象。各大留学机构纷纷瞄准低龄留学市场。出国

读小学、初中、高中的学生越来越多。那么，低龄留学的“性价比”又该怎么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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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中国间隔年计划”招募正
式启动，面向全国全日制高校18—28周岁
在校生。“间隔年”这一概念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欧洲，近几年，在欧美等国也逐
渐流行起来，身处国外的留学生也受到这
一潮流的影响。

“间隔年”是否被学子需要？

“我在国内的时候并不知道有‘间隔
年’这个概念，我是刚刚才知道的。说实话
毕业之后，我想利用‘间隔
年’去放松一下，考虑下一
步的人生方向。”刘珊杉认
真地说。

2012年 12月，刘珊杉
远赴韩国外国语大学深
造。目前，她正为期中考试
做准备，忙里偷闲接受了
笔者的采访。

而李佳（化名）的看法
却与刘珊杉相反。李佳在
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读
书，他现在正在准备春季
学期的期末考试，努力争取奖学金。“我在国
内的时候曾听说过‘间隔年’这个概念，也一
直在思考我是否需要‘间隔年’。最终，我发
现我并不需要‘间隔年’。”说到这里，李佳拿
起手边的绿色笔记本，向笔者展示了他未
来的职业规划。

据了解，“间隔年”是西方国家的青年
在升学或者毕业之后工作之前，做一次长
期的旅行，让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体验与
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在
这期间，学生往往会选择离开自己国家出
国旅行。通常，他们也会适当做一些与自
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
的志愿者工作。这可以培养学生的国际观
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学习生存技能，增

进学生的自我了解，从而让他们找到自己
真正想要的工作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更
好融入社会。

“我觉得是否需要‘间隔年’，还是要
看个人的计划和机遇。如果正好有这样的
机会，自己又还没决定好继续升学或者工
作，抓住这样的机会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
择。但是如果目标很明确，比如升学或者
就业，那就没必要间隔上一年再回到原来
的轨道。”李佳说。

“间隔年”并不是拿着父母的钱到外

面走马观花地旅游，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去
提前体验社会，学习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很
多东西。但如果只是单纯地想要逃避毕业
之后的压力，则想错了，因为“间隔年”之
后压力并不会变小。

“间隔年”对学子是好是坏？

“我觉得毕业后过‘间隔年’可以接触
到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事，有可能会改
变今后的选择，帮助我选择更适合的工作
或者学校。但是，对那些迷茫于未来的人
来说可能会加剧对未来的不确定。他们自
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浪费了一年时间，这
不值得。”李佳说。

刘珊杉也坦言：“‘间隔年’确实有优
点也有缺点。‘间隔年’是一次不错的体

验，可以让你拥有一次不同的人生经历。
虽然有不错的人生经历，但你可能会比同
龄人晚接触职场、社会，有可能会错失某
些机会。”

“间隔年”可以带来认识自我、开阔视
野、心智成熟、确立目标等优点，但它也会带
来缺点和不足。在中国，“间隔年”是一个新
兴理念。面对目前国内配套制度的不足和
升学就业的压力，海外学子需要有风险意
识并进行正确的评估，认清间隔年的真正
作用，不是用来无所事事也不是用来逃避，
而是用来获取相关经验。

“间隔年”仅仅是过一段短暂抽离既
定生活轨迹的日子而已。就像一本书所
说：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其实，只需要
给一次“跳出来”的机会，或许就得到
可支撑整个人生的幸福。

记得以前在国内学英语的时候，很多教材的
情景对话里都会提到英国人见面打招呼时特别喜
欢聊天气。搬到英国之后，我发现果不其然，在
岛国的寒暄中，变化多端的天气是个永恒的话
题。但我也注意到一个英语教材里几乎都没有提
到的文化差异：同是说天气，英国人和外国人大
有不同。

真正的英国人聊起天气来，词汇丰富，表达
方式繁多，仅从各种感叹词来说就透着“英范
儿”。比如，晴天的时候，他们会欣悦地赞叹

“Oh lovely！”；乌云翻滚的时候，他们会一脸严
峻地惊叹“Oh dear！”；而如果他们不幸在快到
家门口的时候淋了一身落汤鸡，就会忍不住如我
的邻居一样低声咒骂一句：“Oh crumbs！”。而对
于在英国的老外来说，不管是来自亚洲、非洲、
澳洲还是南北美洲，也不管在英国居住了有多
久，我们则只会有一个话题：“这愁人的天气什
么时候才能暖和一点呀！”

在英国人的眼中，英伦三岛的天气温润随
和、四季如春。确实，英国常年气温浮动在10摄
氏度上下，而且对于绝大部分英格兰和威尔士来
说，即便是严冬，零度以下的天气可谓罕见。

但在英国的老外看来，英伦三岛的天气晦暗
潮湿、四季如秋。因为常年的海风作用，实际感
受到的气温总要打个 3-4 摄氏度的折扣。而且，
即便是对于全英最暖和的肯特郡来说，如果某年
的夏天能连续一周都有23摄氏度以上的好天气的
话，英国人就会胜利地宣布那是个酷暑。而当气

温紧逼30摄氏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英国人会如坐
针毡，全国都进入抗暑警戒状态。

我的博士生特伦特最近就正在为英国的天气
发愁，因为他住在美国弗罗里达州的爸爸妈妈下
周就要来看他。他希望太阳在那几天能“表现得
好一点”，让他父母能像他一样喜欢上英国。我
揶揄他说：“靠英国的天气提高印象分肯定没指
望了，因为我父母来英国几次都没赶上过好天
气。”

比如，去年我好不容易说服父母复活节前后
再次来英国小住。因为我想 4月份好歹是春暖花
开的季节。这是欣赏英国田园风光的好时候，英
国人这时候都会忙着组织周末的草坪聚餐，参加
各种地方艺术手工市集。但我忘了考虑到春天也
是英国的雨季，而“一场春雨，一场寒”这句话
放在英国真的不假。

那次来英国，原本我父母计划在以前艺术家
透纳经常写生的海边吃一顿浪漫海鲜午餐。但谁
想我们去海边的那天，乌云密布，海风呼啸，虽
然没有下雨，但寒气逼人。从出租车上下来，我
妈妈的头发就立即被吹成了“怒发冲冠”。在沙
滩上走了几分钟，爸爸也被英国 4月的寒风吹得
无语，瞪大眼睛望着我，好像在问询：“原计划
的室外浪漫午餐怎么办？” 我也没有办法呀！这
样的天气，找个暖气开得十足的餐馆叫上刚出烤
箱的牧羊人派或者烘烤牛肉什么的才是正经事
吧！这件事现在想来依然忍不住苦笑，唉，英国
的天气还真是“坑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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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趋势

海外学子谈

链 接

思与辨 什么样的孩子适合低龄留学

“我四年级时，舅舅一家就移民到了加拿大。我家和舅舅家的关系一直很
好，我跟表弟从小一起长大，像亲生姐弟一样。所以我理所应当地跟着舅舅
一家来到加拿大读书了。”屠云蔚现在已经在加拿大读到了本科阶段。小凡

（化名） 家里很多亲戚有留美的经历，在国外也有许多亲朋好友。“在他们的
影响下，我从小就想去国外读书，于是我高中就选择了去美国读书。”

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国外的亲朋好友能就近照顾到学子的生活起居，
学子父母能更安心地选择让这些孩子去留学。

学子年龄尚小，还未形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出国后没有父母的监
督，容易受到外界的诱惑，亲友的照顾有助于学子更好地成长。而在留学的
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良好的自控能力。“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上进心
和自控力的人，在国内学得好，在国外也一样，在哪里学习都要靠自己。”屠
云蔚坦言在国外学习，最需要自控力和上进心。

自身性格和自理能力是是否适宜选择低龄留学的重要因素。在国外，无
论是为人处世，还是日常起居都需要孩子的独立精神。学子的性格和交流能
力几乎决定了其在国外生活的融入程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学
习效果。

通常情况下，出国留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要攻克“语言关”。“我的语言能
力不算非常大的障碍。因为年纪小，语言学得快，来这边久了，听得多，说

得多，自然就能够跨过语言的难关。”屠云蔚认为低龄留学最看重的条件并非
语言能力。国外学校对学生要求全面，不仅要求成绩不错，有动手能力，还
要能坚持个人的兴趣爱好，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具备一定的自制能力。

优与劣 低龄留学“性价比”如何算

“性价比”指性能与价格之间的比例关系，海外留学费用与国内相比较为
昂贵，低龄留学大多延长了留学期限，这也使得学费更为昂贵。

“我有一个同学，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父母为了让她高中出国念书，倾
全家之力，她每天也只吃学校食堂最便宜的食物。因为她留学的原因，父母
在国内的生活质量下降了很多。”屠云蔚建议学子：“考虑到经济条件，不如
在国内先念大学，在研究生期间选择出国留学，这样更容易申请到奖学金。”
小凡说：“父母不一定要砸锅卖铁非让孩子出国留学，应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
范围内。如果决定送孩子留学，就要提前做好准备。

那留学期间究竟能收获什么？低龄留学的“性价比”又如何计算？
低龄留学的优势之一在于语言能力。“因为高中就到美国读书，现在英语进

步很大，跟很多研究生阶段才出国读书的同学相比，很有优势。”小凡坦言。
青少年尚未形成思维定式的阶段，来到另一种文化背景中学习，更容易对

比两种不同文化及思维方法的异同，容易取长补短。很多家长认为，年龄小出国
留学更能适应当地的生活，在文化认同上能够实现顺利过渡。学子能早早迈入
海外学校，也能够增大在国外申请后续教育的机会，扩大未来孩子教育的选择
权，提高未来入学及就业的竞争力。

然而低龄留学生心智尚未成熟。国内外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对于青少年
的要求和限制也不一样，如果没有清晰成熟的认识，容易受到诱惑，给学子的成
长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在国内时，学生凡事依赖父母，在陌生的环境中容易产生挫败
感，不利于其自信心的建立。由于离开父母，远离家庭，空间的阻隔对亲情
关系也有影响。

“我初中来澳大利亚读书，现在马上就要读本科了，这6年来，我学会了自
己独立生活，也融入到了当地人的生活中。但是，我没有跟父母一起度过初
高中时期，爷爷去世时也没能赶回国内，这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即将在悉
尼读大学的王哲 （化名） 回顾自己的留学生活，叹了口气。

出国读高中生的群体将强劲增长

启德教育集团日前发布的 《中国留学市场
2015年盘点与 2016年展望》 报告预测，2016年低
龄留学生比例将进一步提升，出国读高中的学生
群体将保持强劲增长，出国读本科的学生数量或
将进一步赶超出国读硕士的学生数量。

该趋势在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 2015 年发布
的报告中已有印证。数据显示，选择初高中阶段
出国的人约占总人数的 14.12%，与 2005 年相比增
长率达到了将近365%。

各国秉持开放政策

相关留学专家表示， 这一方面是国内家庭经
济能力提升的结果；另一方面，各国对于中国低
龄留学生秉持的开放政策，认可中国高考的国家
和学校逐渐增多等因素，都势必刺激低龄留学生
人数的增多。

以澳大利亚为例，其颁布的初中生留学政策
和教育制度就让学生和家长同时受益，不仅允许
直系亲属随行，而且规定在澳大利亚的每所高中
里都会有一位指导教师，为留学生的日常生活、
学习、就业等方面提供建议，这对学生颇具吸引
力。

二三线城市也将“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超低龄”趋势会逐渐明显，
高中以下小留学生数量增速加快，同时，国内的
二三线城市低龄留学也将“发力”。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任孙建明
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家庭具备了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实力和能力，有
的人利用自己的资源或途径出国学习是好事，可以
开辟一片新天地，接受其他文化的教育、熏陶，这是
人们的自我选择。

对于社会上热议的留学低龄化问题，孙建明
说：“我个人觉得留学低龄只是一种趋势，还不能
称之为化，只有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或者程度才能
叫化。据我了解，目前主要还是高中毕业以后出
国留学的学生占绝大多数。”

年龄较小的孩子出国学习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有的孩子很小出去上学，这种通常会有父母陪
读，因为年龄太小出去上学会存在独立生活上的
障碍和困难，肯定不能提倡。另一种是，有的孩
子是随着父母到国外生活和学习，然而这种情况
就不属于留学范畴了，那是随居或者移民。我们
所定义的留学是指去国外攻读学历，进入本科以上
的学校攻读学位或者进行语言学习培训，比如通过
雅思、托福或其它形式的考试拿到国外高校的接收
函之后办理留学签证，年龄较小的孩子出国读书用

的签证则不一样，他们
办理的可能是旅游签
证或者工作签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