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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来看望
心里暖洋洋

李紫薇刚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
分校毕业，现在留在美国准备申请研究
生。她说：“今年暑假，父母再一次来到美
国看望我。那会儿我刚好毕业。”她需要在
这个暑假集中精力准备研究生考试，学习
压力较大，因此没有时间、精力回国。所
以最后父母决定搭乘飞机来看望她。

“父母陪着我一起毕业旅行，前前后后
的时间加起来有一个多月。”李紫薇说。这
场毕业旅行的起点是她的学校，终点则是
洛杉矶，途经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有
着父母陪伴的毕业之旅，少了些伤感，多
了些暖意。

屈可薇目前在美国俄勒冈大学读书。
她刚上大一的时候，赶上国内春节，趁此
难得的假期，父母又在春节假期的基础上
多请了一段时间的假来看望她。前前后后
的时间加起来，屈可薇得到了两个月与父
母待在一起的时光。

“当我知道爸妈要来的时候，真的特别
开心。因为一个人在美国生活，所有的事
情都要自己操心。”屈可薇说。父母来到美
国能够帮助她更好地打理生活，而且平时

只要有空，他们一家三口就会开着车到处
逛逛。

“那两个月过得特别充实。”屈可薇说。
屈可薇的妈妈坦言：“我对女儿的学习

环境、生活环境还是不放心，希望能亲眼
看看女儿在美国租的房子怎么样、俄勒冈
州的环境怎么样。再加上非常想念自己的
女儿，所以最后选择飞过来看望她。”

学子在国外会想念自己的父母。同样
的，父母其实也非常想念远在国外上学的
儿女。

心中感恩父母
变得越发独立

“在和父母结束了毕业旅行后，他们飞
回国内的时候我特别伤心。”李紫薇说。因
为签证的原因，她只能去机场送他们回
国，却无法和父母一起回去。

“这次是爸爸妈妈一起来美国看我。”
李紫薇说，“其实之前妈妈也来看过我好几
次，基本上每年寒假都会来。爸爸则因为
工作太忙一直来不了。所以这次他们能够
一起来，我其实特别感动。”李紫薇表示，
父母给她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与平台，这点
她非常感激。她希望将来能找到一份高薪
水的工作，分担父母肩上的担子。“虽然我

知道这个目标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但
我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直努力。”李紫薇
说道。

“如果将来在美国工作、定居。我也一
定会利用假期多回家。父母就我一个女
儿，我希望能多陪陪他们。”李紫薇补充
说，“希望父母退休的时候，我能完全负担
起他们的生活开支。多陪陪他们、多和他
们聊天。”李紫薇对于父母非常感激，她清
楚地知道自己在外留学给父母带来了不少
压力。她每年都争取拿到奖学金，用好成
绩回报父母。

屈可薇说：“当时父母回国的时候，我
一直陪着他们回到了家，而后自己一个人
返回美国。”对于屈可薇而言，两年的留学
生活让她变得更加独立。从学校回到她远
在中国的家，中途要经过好几次转机。而
且途经的有些机场特别大，标识也很多。

“我担心爸爸妈妈看不懂那些标识，担心他
们迷路，所以直接把他们送回家。这样我
才放心。”屈可薇说道。

父母放下繁忙的工作，飞到国外看望
远在他乡学习、生活的儿女。对于学子来
说，父母的到来是一份惊喜，也是一份感
动，为他们在异国的孤独求学之路带来了
暖意。

（图片均由李紫薇提供）

由于国内外在风俗习惯、社会环境等诸
多方面存在差异，许多留学生初到国外时难
免会出现一些不适。比如口味不同、人际交
往方式有所差异、迥异多变的气候等等。

饮食篇：
与国内比，好吃的太少

李函目前在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留学。
在他看来，德国人吃饭仅仅是为了填饱肚
子，餐馆里的食谱很单调。这让他这样一个
酷爱美食的中国人难以忍受。他说：“素菜
除了土豆和蔬菜沙拉就没有别的可吃了。食
物做得普遍偏咸，口味比较重，一开始真的
是有点吃不下。”

万婉珺曾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留学，她也
与李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万婉珺坦言，初
到巴西时，最让她难以适应的就是巴西人吃
的食物要么很甜要么很咸，并且食物的种类
比较少。她说：“一些食物里常常会加很多

芝士，这样吃起来很容易发胖。还有巴西的
米都是一粒粒分开的。有一次我买来煮粥，
发现怎么煮都煮不烂，味道也不怎么样。”

风俗篇：
见面时要贴脸两次，有点尴尬

在巴西，大家一见面就会拥抱、贴脸，
有时候甚至直接亲吻对方的脸颊。虽然在出
国留学前，万婉珺就知道很多国家有着这种
风俗习惯，但当她真的来到这些地方，要跟
别人行贴脸礼的时候，仍然会感觉有点难以
接受。她说：“记得第一次跟别人贴脸，我
以为贴一边的脸就可以了，所以贴完一边脸
后就退后了几步，结果却被对方抱回去又贴
了另一边脸。当时我真是十分尴尬。”

在万婉珺看来，巴西在很多方面都不如
国内。“比如，公交车站并不像国内一样，
会设立一些公交站牌以明确站点。这种现象

不仅存在于比较偏远的地方，就连很多大城
市也如此。很多城市甚至没有固定的停车地
点，如果你不挥手示意的话，公交车是不会
停下来让你上车的。”万婉珺说。

对于已经习惯了国内生活节奏的万婉珺
来说，巴西人的生活节奏、办事效率同样令
她难以接受。“去银行存钱，要把钱塞到一
个银行专用的信封里面。并且要详细地写上
账户名、存款金额、联系方式等。最后将信
封封好，放在自动存款机里。如果存款时间
晚于下午 4时我就得到第二天才能收到这笔
钱。如果是周末存钱，就要到下周一才能收
到。”万婉珺说，“平时办各种证件需要的时
间也比较长，需要提交的材料也比较多。”

生活篇：
每次出门都要想想是否安全

巴西的昼夜温差之大令万婉珺初到巴西
时也难以适应。她说：“我每天早晨出门常

常不知道到底该穿什么衣服。因为有时候早
上出门时，气度还只有10摄氏度，可中午就
飙到了30多摄氏度。”

留学地的安全问题是留学生最为关心的
话题。万婉珺在巴西留学时就曾遭遇过好几
次抢劫。她强调说：“由于巴西社会贫富差
距大，我们平时外出的时候很容易遭遇抢
劫。所以，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不露富、不露
财。”李函也表示：“我来德国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就发生了 4起恐怖袭击。其中有两起
就发生在我常去的闹市和公车上，想想还真
是挺后怕的。”

看病也是令很多留学生头疼的问题。
“如果不是患有急症的病人，医院一般是不
接收的。所以大家平时生病只能去诊所看
病。可去诊所看病又必须要提前预约，而预
约到什么时候才能看病就真的说不准了。”
李函说，“曾经有个朋友皮肤过敏，预约了
好几家诊所。可最快的诊所也要等到两个星
期之后。当时我的朋友简直要崩溃了。”

在海外学习、生活，为学子到
异国各地旅游提供了更便利的机
会。在异国旅行中见识不同的文
化，感受各地的风情，接触多样的
人群，能给学子带来丰富的经历与
收获。在留学期间利用空余时间，
近则在留学地的城市行走，远则去
往其他国家游玩，越来越成为海外
学子生活里的一种风尚。

利用假期自由行

尹秋怡目前就读于澳大利亚皇
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她常常利用寒
暑假、当地的公共假期以及周末时
间去各处游玩。“我去过悉尼、塔
斯马尼亚，还有维多利亚州的许多
地方。我所在的墨尔本也很大，玩
了很久才走完这个城市。”她常常
选择以自由行的方式游玩，“如果
近的地方，一般会和朋友开车去；
远的地方，就自己坐飞机去。”

斯雅 （化名） 目前就读于英国
林肯大学。接受采访时她刚回到国
内过暑假。上学期间，她总是在周

末的时候去周边的城市游玩。在圣
诞节、复活节等长假期则选择去更
远的地方。在英国留学的这几年，
她的足迹几乎遍布英国的每个城市
以及土耳其周边的部分国家。

邱赛琪 （化名） 也留学于英国
林肯大学。她常在短假期与三两个
好友一起自由行。苏格兰、爱丁
堡、曼彻斯特、利兹等英国城市都
已去过。她表示：“在英国，去欧
洲的其他国家都很方便。尤其是到
法国，坐火车就能过去。而且一般
在欧洲旅行可以购买到廉价的航空
机票。”

难忘见闻一箩筐

学子在旅行中常常有许多难忘
的见闻。

“有一次我在火车上，看到一
群男生在打闹、说脏话，售票员便
走过来告诉他们：‘不要说不文明
的话语，车上有小孩子。’”英国
人一些诸如此类的细节让斯雅觉得
可爱又温暖，也因此难忘又感动。

令邱赛琪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
爱丁堡的旅程。“那时候我跟朋友
两个人，吃完饭瞎逛时逛到了一处
景点。于是我们跟着人群走到了山
顶，从山上往下一看，整个爱丁堡

尽收眼底。”她回忆道，“那时候正
值黄昏，景色很美。有些游客搭着
三脚架拍摄，好些情侣带着香槟或
红酒，边饮酒边话聊。”这不期而
遇的美景深深地感染了她。那样的
画面至今留在她的心里。

还有在苏格兰旅行时所逛的格
拉斯哥大学也让邱赛琪难忘不已。“格
拉斯哥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享誉全
球的学校。学校四面是教学楼，中间是
草坪和大树。阳光穿过树叶，稀疏地洒
在地面上，很美，也很舒服。”

“这是我所去过的地方里最喜
欢的一处。”邱赛琪说。

回忆起难忘的旅行经历，尹秋
怡谈到了去悉尼游玩的旅程。有别
于多数地方都是与朋友一起去游
玩，悉尼则是她临时起兴、自己一
个人去的城市。“我本来是过去找
朋友一起玩的，无奈的是玩到第 4
天的时候朋友发烧了，剩下的几天
只好自己去玩。”一开始她很不知
所措，但后来简单规划，走走停
停，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旅行也很
有意思。“一个人旅行会更用心地
感受一座城市不一样的地方与更多
的细节，这是和多人一起出行所不
一样的感觉。”从那以后，她开始
常常一个人去各处走走。

除此之外，尹秋怡坦言自己所
到过的城市，最喜欢的便是墨尔
本。她说：“若说悉尼是南半球的
纽约，那墨尔本便是南半球实至名
归的伦敦。虽说没有悉尼那么多高
楼，但墨尔本的文化底蕴很深厚。
这里有维多利亚式的建筑，有各种
美食、喜剧、画廊、时装，都是我
所喜欢的。”

旅行收获各不同

旅行让学子在各异的环境中体

验到不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也带
给他们多样的经历和收获。

“旅行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就
是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一旦
你自己走出去过，以后不管一个人
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害怕了，因为无
论遇到什么问题你都会找到办法解
决。”斯雅坦言，去过这么多地方
带给她最大的收获就是独立性有所
提高。“第一次出国还会感到害
怕，所以拉着两三个朋友一起。但
现在一个人去、一个人回都觉得很
习惯、很平常。”

“旅行，就是放松自己，什么
也不去想。无论是成绩、感情、人
际关系都可以暂时不用放在心上，

感觉我就是我自己。” 邱赛琪说，
“大部分旅行的时候我都喜欢了解
当地的历史，尽量融入当地的文
化，这也是一种学习。每次旅行带
给我的收获，就是新的眼界和知
识。不论贫穷还是富有的地域，都
能给我带来新的体验和收获。”

“旅行会认识很多有故事的
人，也总有令人惊喜的风景。”尹
秋怡说。这则是旅行对她的意义。

（图片均由尹秋怡提供）

2012年11月21日，我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第一年的日子很难过，因为我在很多方面一窍不通。我听不懂日语，

于是我下意识地寻找中国人的圈子。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又有谁
愿意每天陪我呢？那时我的圈子里似乎只有自己，每天和自己较劲，内心
挣扎。可你若问我挣扎什么，我还真是不知道。或许这就是成长所要经历
的吧！

经过半年的学习，我开始尝试用日语与别人交流，也能听懂不少，学
习和生活逐渐步入正轨。这时我才意识到，不是圈子里只有自己，而是我
主观地屏蔽了所有爱我的人。

我是个幸运的孩子。朋友、老师看到了我的努力，都对我很好。有个
前辈帮我介绍工作，让我遇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人——我的店长。
我的店长是个日本人，平易近人、亲切可敬。每逢我情绪波动很大的时
候，他都鼓励我相信自己，有时候甚至坐下来与我长谈。还记得他曾经告
诉过我：“有些人做不好某些事情不是因为笨拙，而是因为他不擅长。”他
的这句话彻底解开了我的心结。店长教会我的不仅是要拥有一颗强健的
心，还有如何为人处事。他的自信与乐观也一直感染着我和同事。在日本
留学期间，我一直在这家店打工，从未换过。

被信任，从某种角度讲，是一种责任。而我要做的就是负起这个责
任，做好自己，做好事情。

我的大学在福岛县磐城市，是“311地震”灾区之一。我恰好是地震后
第二年去了日本。我曾听前辈们讲述“311地震”时磐城的遭遇：市里图书
馆的书架基本都倒了，书籍散落了一地；楼房像不倒翁一样，左右摇摆；

靠近海边的小名浜海岸大多数房屋被冲
毁；附近的小学只剩下空空的建筑物
等。但磐城的公民依然井井有条地排队
等候在便利店门外买东西，像往常一
样。一开始我并不相信，但当我慢慢融
入这个国家时，我相信了。

在日本的时候，我曾有过一份接听
热线电话的工作。这份工作主要是为福岛3个灾区提供免费热线服务，对有
烦恼的来电者进行心理疏导，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个工作，我更
加了解到了当地政府如何从物质和精神上多维度地帮助灾区民众。

学校复兴所的学生们也积极地支持当地的复兴事业，我也是其中一
员。灾难不分国度，爱没有界限，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我的家。周末或者没
有课的时候，我们会走访灾区临时住所的灾民，把采访的记录整理成文
章，上传至官方网站，以便时时让外界了解到灾区的状态。

身在国外，我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而不仅是个人。所以我要成为可
以让日本人刮目相看的中国人。努力变得优秀，这是我的执念。

2014 年 4 月 1 日，我拿到了一年的奖学金。这是我对自己最好的反
馈。我看中的不是金钱，而是这份认可。当时，我
激动地落泪了。我心里想：我所有的忍耐和努力都
是值得的，要继续努力，变得更优秀。因为我相
信，只有自己变得优秀，我周围的一切才会更好，
面包牛奶才会有。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是事
实。

留学这不短不长的日子，是我目前人生最美好
的阶段。我感激日本，感激它带给我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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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素 描

关注留学家庭系列——

学子远赴他乡求学，这对他们来说，算得上是离家最远的一次，也是和亲人分别最久的一

次。父母来到国外看望他们，则填补了学子不能回家的遗憾和亲人间的思念。

今 年 暑 假 ，
李 紫 薇 （左 一）
和她的妈妈沿着
自己规划的游玩
路线到达圣路易
斯。站在圣路易
斯标志性的建筑
大拱门前面，在
马车奔驰而过的
瞬间，李紫薇的
爸爸在镜头后为
他们记录下了这
一愉快的时刻。

李紫薇和她的
爸爸妈妈在美国黄
石公园的一个喷泉
前合影。这是李紫
薇在美国和爸爸妈
妈合照的第一张照
片，父母在两边亲
密地簇拥着娇小可
爱的李紫薇。作为
摄影师的爸爸也终
于出现在了镜头面
前。

初到国外
有哪些差异有哪些差异
难以适应

刘智强

留学还可异国游留学还可异国游
别样风别样风景在旅途景在旅途

洪娇虹洪娇虹

尹秋怡在马其顿山游玩。

尹秋怡在塔斯马尼亚。

尹秋怡在莫宁顿半岛。尹秋怡在莫宁顿半岛。

我的留学经历
杨珊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