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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代购现象普遍
代购商品的种类集中

留学生代购在近年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无论是留学欧洲、北美、澳大利亚，还是留学亚
洲，代购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中非常普遍的现象。

代购就是代理购买，留学生代购一般指留学
生在国外为国内人员代理购买商品，并将商品运
回国内，最后将商品交给消费者的行为。

在淘宝网上搜索“留学生代购”，网页会迅速
显示出上百条留学生代购信息。代购的地区包括
韩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等多个国
家；代购的商品种类有化妆品、服饰、奢侈品、
奶粉等。

除了淘宝等电商平台上有着非常多的留学生
代购平台，微信朋友圈、微商是留学生代购的另
一个集中地。留学生在微信朋友圈里做代购，一
般会实时地更新商品信息，通过将商品图片、商
品相关信息发布朋友圈，将信息传输给朋友圈里
的潜在顾客。

现读大学本科三年级、在意大利圣心天主教
大学交流的刘晓敏（化名）介绍，在意大利的留
学生中很多人在做代购，她也是其中的一个。“我
是我们这批同学中第一个做代购的，主要做包包
等奢侈品代购。同学见我赚了一些零花钱，也都
做起代购来了，她们主要做化妆品代购。”刘晓敏
说。和刘晓敏一起到意大利交流的中国留学生
中，差不多10个留学生就有3到4个人做代购。因
为地处米兰这样的时尚之都，所以代购的商品以
奢侈品和化妆品为主。在做代购的留学生中，绝
大多数是女生。

代购缘由呈现出相似性
金钱、人际、体验成首选

这么多留学生做代购，原因不外乎追求利
润、增加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扩宽人际圈。

现留学于德国，主要做德国钢笔代购的刘则
铭（化名）介绍，之所以选择做代购，主要原因
是代购能够比较轻松地赚取可观的收入。“我现在
靠代购来养活自己，也挣了不少的钱。”刘则铭

说。他不愿意透露靠代购获得多少收入，但他表
示毕业后很可能会专门做德国代购。刘晓敏保守
地介绍到，她通过做代购每个月平均能够获得
2500元的利润，这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是一笔
赚起来比较轻松的额外收入。

除了能够在代购中获得一笔不菲的零花钱，
能够认识不同圈子的人、扩宽交际圈也是留学生
代购的一大动力。刘晓敏说：“我在代购过程中认
识了很多人，很多都是我朋友的朋友，我的朋友
也会在他们微信里帮我宣传，他们的朋友通过找
我代购，很多也成为了我的朋友。这些人有金融
行业的、事业单位的，也有教师、个体经营者，
我觉得做代购是认识新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还有一部分人主要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
而做代购。“我做代购主要是为了体验一下代购的
生活方式，赚钱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但也是客
观的收获。”现在意大利留学并从事代购的王雪
（化名）说。

效仿跟风做代购
游走在法律边缘

很多留学生做代购，是出于对他人代购行为
的效仿和跟风。

王雪介绍到，自己做代购主要是因为身边很
多人也在做代购。“身边的同学都靠代购赚了不少
的零花钱，代购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所以我也
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王雪说。

在韩国留学的李小慧（化名）身边也有很多
中国留学生做代购。“身边很多同学做代购都是因
为受到其他人代购的影响。一开始他们就是给身
边的亲戚朋友带一点国外的物品，也不涉及到交
易，仅仅是将物品帮忙从国外带回来。后来就会
帮朋友的朋友带物品，这时候就会收一点‘小
费’了，接着规模慢慢做大。因为不了解法律，
所以即使有什么行为和法律不符自己也蒙在鼓
里。”李小慧说。

通过声称“自用”而蒙混过关，或者将过海
关的程序完全外包给他人，使留学生的代购行为
往往游走在法律边缘。一种为人们普遍采用的方
式就是拆掉商品包装，消除“商品”痕迹，形成
“自用”效果。刘晓敏介绍到，她主要代购意大利
的箱包等商品，常常会委托在意大利旅游的朋

友、来探望自己孩子的同学家长将商品带回国
内。为了方便携带和顺利过海关，她会将商品的
外包装拆掉，这样放到行李箱就能够作为“自用
物品”过关了。

另一种常见的方式就是将代购物品的邮寄外
包给专门的快递公司。“我们在论坛上认识了一家
专门做国际快递和清关的公司，我们将商品交给
快递公司，他们让商品过海关并顺利交到消费者
手上。”王雪说。“为了减少缴税的可能性，我们
一般会将商品单件邮寄，商品价值尽量控制在
5000元以内，这样就不用缴税了。”

近年来，留学生做代购

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

象。电商平台、社交软件都

成为留学生做代购的媒介。

那么哪些原因使得他们纷纷

做起了代购？

留学生为何做代购？
李洪锋

学子大多选择自由行 吃住行安排全靠自己
在国外旅游，很多留学生都会选择自由行的方式。因为跟随旅行团

不仅费用昂贵，旅行的目的地和时间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是告别旅
行团，选择自由行也意味着旅途中吃住行各个方面的安排都要靠自己。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的张艺就是这些自由行背包客中的一员，
经常利用周末和长假去英国各个地区游玩。“其实很多国内的朋友只看到
我在景点拍照时手舞足蹈的样子，却不知道其实旅途之中也有艰辛的
一面。为了计划一次旅行，我和朋友们一般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开始做准
备，上网查旅游攻略和经验帖、筛选目的地并订车票、订住宿。有时候
去另一个国家还要提前开通手机国际套餐，真是挺麻烦的。为了能吃到
当地地道的美食，每到一个目的地，我们还会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当地人
最常去的餐馆的位置。”张艺说道。谈到自己多次自由行的经历，张艺表
示，国外的旅游不仅是大家所理解的“出去玩”，更是对留学生们独立生
活能力的考验。

文化背景差异大 想要适应不容易
异国旅途中，留学生们会感受到来自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

的差异。面对这些差异，一些留学生表示难以理解和适应。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我参观欧洲艺术博物馆时，里面有着大量以宗

教为题材的雕塑和绘画。虽然很多著名的艺术作品一旁有英文介绍，但
因为缺乏宗教文化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很难理解这些作品。有时候我觉得
逛完一个博物馆，比在学校上一天课还累。博物馆里的信息量很大，因为难

得来一次，所以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件作品，就需要一边参观，一边用手机查
找各种各样的资料。可是参观结束后我依然很困惑。不过这也激发了我回
去之后的学习欲望。”曾在法国学习的杨语婷这样介绍自己的旅行经历。

她还谈到去许多地区旅游时，一些当地特色美食并不如想象中的好
吃。相反，她们常常不能适应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她的朋友李佳琪就介
绍了一次她们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旅游时的经历：“我在去之前就听说那里
的T骨牛排特别有名，很多旅游攻略上都说这个牛排是来佛罗伦萨必吃
的。于是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而对于最多只能三成熟、还带着血的牛
排，我们真的是难以接受。我的一个朋友还因为吃完了胃不舒服，在住
处休息了一整天。后来想想，虽然当时有些不太舒服，但毕竟也体验了
一次传说中的美食，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难忘的记忆。”

在异国旅途中，因差异带来不适是一种常态。面对这些挑战，保持
包容开放的心态十分关键。

情况常在意料外 需要保持好心态
在旅途当中，因为一些突发事件或者变动而打乱旅行计划是常有的

事。但由于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留学生们经常会因为遭遇特殊情况而
手足无措。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

张小甜（化名）现在葡萄牙学习，她在假期时曾去法国普罗旺斯游
玩。本来满怀期待地想看到漫山遍野的薰衣草，而当到达目的地时，她
才发现一切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我们去的时候才6月，由于那个小镇
位置特别偏，我们还特意花了60欧元租车前往。虽然理论上已经到了薰
衣草的花期，但是盛开的薰衣草很少，远不如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好看，
跟我一起去的同学当时都很失望。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我们便顺便游
玩了附近的其他景点，不让普罗旺斯之行留下遗憾。”

面对旅途中这些意料之外的情况，留学生们要保持豁达的心态，积
极应对变化。

题图：图为张小甜（化名）在葡萄牙阿威罗与当地孩子的合影。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学子在留学期间利用假期去旅

游。这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留学生活，更为他们提供了近

距离感受当地文化的机会。但异国的旅途并非想象中的

那样一帆风顺。与国内的休闲“纯玩”相比，异国旅途

充满各种各样的挑战。

异国旅途，

有哪些挑战？
孙雅静

缘何做出选择

学子赴俄罗斯留学一般出于两种考虑：一是
想在当地的语言环境下学好俄语，二是想在艺术
方面有所精进。

孙晓敏现就读于俄罗斯普希金俄语学院，正
读大三。“我在国内学的是俄语专业，在大二时得
到了一个公派留学的机会，是由国家留学基金委
组织的中俄互换项目。我之所以选择到普希金俄
语学院交流，是因为这个学院专门研究俄语，专
业性非常强。到这里留学能够提高我的俄语水
平。”孙晓敏说道。

汤雨松现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就读。到世
界顶尖的美术学院深造油画是他梦寐以求的事，
他说：“我本来想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修，
但在我报考的那一年它已经不再开设油画系了。
几经权衡，我选择到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创
作。它也是一所世界顶尖的美术学院，我希望自
己能够在油画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教学要求严格

当谈及俄罗斯高校的教学特点时，学子提到
最多的两个词便是严格、传统。

王丹蕾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石油天然气大
学，她说：“俄罗斯的教学要求非常严格，每节课
后老师都会布置作业，而且为了防止互相抄袭，

老师给每个人的作业要求都不同；在每个月末学
校会组织月考，并且几次月考的分数加起来要达
到30分才能获得期末考试的准考资格；在每学期
的期末考试中，考生领到的考题也是不一样的，
在交卷时，监考老师会让你当面复述某道题的解
题思路，只有当确认这套试卷是由学生独立完成
时，老师才会改卷。”

姜雪现在俄罗斯远东国立艺术研究院，学习
钢琴专业。“我们学校在每一学年结束时都会组织
一次升学考试，也就是说，如果学生想从大一升
到大二，必须要通过升学考试，否则将要重新读
大一。”姜雪说道。

汤雨松说：“列宾美术学院的教学风格相对保
守，授课内容也比较传统，这样我们能够学到更
多原汁原味的东西。学校非常强调基础类的课
程，比如医学解剖就是我们的一门必修课，通过
不了就无法毕业。因为若想画好一个人，必须相
当了解人体的结构。但是大多数美术学院并不会
将医学解剖列为必修课，只将难度较低的应用解
剖列为选修课，有的甚至还不开设解剖课。”
“我们的毕业考核是创作一幅多人组合的油

画。一幅画中出现的人物越多，人物的神态、相
互间的远近关系等就越难把握，这就需要每天勤
加练习。从早画到晚是我留学生活的常态，我们
一般没有时间出去打工，怕耽误了学业。”汤雨松
补充道。据他介绍，列宾美术学院讲究严进严
出，采取淘汰制，学生若有两门课不及格将会被
开除。

风土人情难忘

留学在外，学子免不了要与当地的民众打交道，
他们的言行举止会在潜移默化中给学子留下深刻印
象。那么，学子眼中的俄罗斯民众是什么样的呢？
“俄罗斯人习惯按既定的规章制度办事，没有

通融的余地，有时会显得缺乏人情味。有一次我
去打印钢琴谱，但当时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店
主认为在上班时间内来不及打印完所有的资料，
自己没有义务在下班后还为我打印。所以不管我
怎么向他求情，他都不愿意帮我打印，即便这对
他来说是举手之劳。”姜雪说道。

汤雨松说：“在俄罗斯，车辆都会刻意避让行
人。开车的人只要看见有行人正在过马路，从很
远的地方就开始减速，然后停下来，直到斑马线
上没有行人才发动汽车。在乘坐扶手电梯时，大
家都会自觉地站在右侧，将左侧留给赶时间的
人，这些生活中的小细节让我感到很温暖。”

学子还谈到了俄罗斯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在俄罗斯，许多老年人一把年纪仍在街头摆摊、发
传单或者胸前挂着广告牌到处走，即便遇上恶劣的
天气也很少间断。”孙晓敏说，“他们很少会抱怨自
己的生活过得不好，反而对一些美好的事物十分珍
惜，比如文学、音乐、歌剧、舞蹈、鲜花等。艺术在大
多数俄罗斯人的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在地
铁、公交上经常能够看到有许多人在看书，音乐
会、芭蕾舞等艺术活动在俄罗斯非常受欢迎。”

俄罗斯是一个相对冷门的留学标的。谈到俄罗斯，大多数人可能

首先想到的是：寒冷的气候、广袤无垠的土地、伏特加酒以及豪爽的

俄罗斯人民。那么，在俄罗斯留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俄 罗 斯 留 学 记
徐悦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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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球的冬天和家乡南京的腊月相比，气温显
得温和得多，但也许是由于季节相反，这里的冬天
缺了北半球寒冬里五彩斑斓的圣诞装饰，更缺少了
临近农历新年时街上蒸汽腾腾的发糕。所以总觉得
遥遥无期，没有盼头。来到墨尔本的第6个年头，我
已经习惯了这里阴晴不定的天气，晴天出门也一定
要带上雨具，而雨天必然是湿漉漉的一整天。又逢
周末一个阴沉的下午，我躺在沙发上翻开散文集，
读着读着，来澳大利亚多年的我思绪翩跹。

时光倒转到4年前，2012年澳大利亚的秋冬也许
是我留学早期最温暖最惬意的时光，当时我们三个朋
友同住一个屋檐下，每当夜幕降临，涵子切菜洗菜，我
掌厨，最后慧慧洗锅刷碗。热腾腾的一大锅乱炖，最后
总会被扫荡一空。我们住的地方是印度区，走在路上
常常能闻到咖喱味儿。因而咖喱有时也会成为我们厨
房的主角。总之，那段日子我们一起拖着小车，总是兴
奋无比地去买菜。买完菜，我们还会一起构思晚上回
去怎么做。厨房的香味儿还常常会引来隔壁的猫咪。

美食、味蕾还有记忆，这些交织在一起，就是
生活的一大部分。从前想到食物，无非是我爱吃什
么，不爱吃什么，比如粽子要吃有肉的，豆花要喝
咸的。现在看来，每一份记忆里的美食都包含一段回
忆和情感，也始终离不开曾经一起分享的人。我们都
爱妈妈的味道，这是因为离家前的许多年里，妈妈的

味道伴随着我们成长，虽然我们作为学子漂洋过海，不能带上家人，但是家
里厨房的味道早就变成了味蕾的密码，时刻伴随着我们。而现在每次与几
个好友围坐桌旁共进晚餐，桌上的美食也是我们友谊的见证。

我是标准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员”，除了初高中是在同一
个区读的，每换一个学校都是越换越远。大学毕业后，我与家的距离从一小
时四十分钟的动车换成了现在15个小时的飞机。不过，虽然在国外，我总觉
得和家乡南京的距离早已是一个永恒的常量。只要我想家了，立刻可以打
包收拾行装。听起来很任性，但其实作为一名留学生，最熟悉的地方，除了
住处附近时常光顾的超市，恐怕就是机场了。这里汇聚了我无数的记忆
——拥抱、泪水、疲惫、期待的目光，而我始终是穿梭其中。天下没有不散的
筵席，每一次的归来都是以离别收场。细想留学生活也
是如此，呈现在脑海中的，不过是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
正如我那曾经散落在厨房、饭桌、课堂以及机场的记忆。
是否这些记忆的碎片就会被遗忘，被挤出我们当下的日
子呢？倒也未必。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气息或一个
味道，就能把这些片段连缀在一起。

在淘宝网上搜索“留学生代购”，会出现大量

的条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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