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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华人的安全讲座让我感受到温暖”

张峰从大学开始在美国求学，一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可以说是一名资深留学生。当被问到
留学生涯里最感动的一件事时，他不假思索地说：“2016年我来到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时，
参加了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举办的新生安全讲座，讲座主要面向赴美求学的华人同胞。讲座解
答了新生在安全方面的疑惑，目的是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即将开始的留学生活。”

他回忆说，主办讲座的学生会还请来了警察、律师和保险经纪人等专业人士来分享经验。
“这个活动让我回想起自己17岁初来美国时，一个人无依无靠的情景。虽然这个安全讲座对我
来说并没有太大实际的帮助，因为我那时已经来美国几年了，对美国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见
到中国的学生对中国的留学新生这么用心，还特意请来专业人士答疑，站在中国留学生的角度
上，我很感动。”张峰说，“在你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有华人警察和律师为你系统地讲解美国的
社会治安、法律系统，以及如何合理保护自己，这对刚开始留学生活的人来说很重要，让人感
到温暖。”

“和她一起留学就是最难忘的事”

李英旋现就读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布鲁明顿校区，学习电影研究制作专业。被问到留学中
最难忘的事时，他回忆说：“我属于感情波动比较小的人，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在阿拉斯加邂逅北
极光对我来说是一件难忘的事情。”

李英旋和女朋友从初中相识、高一相恋，到现在马上要一起从大学毕业，两个人已经在一
起走过了7年。“有段时间很流行去阿拉斯加看极光，据说看过极光的情侣会更加幸福，于是我
们就决定去一趟。2015年3月，我们预订好酒店和机票、熟读旅游攻略，买好抗寒的装备后就
出发了。”

看极光的路上还有一个美妙的插曲。他回忆说：“当时，我们预订的当地的旅游车在半路上
出了故障，一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表示愿意帮忙，他把我们载到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校区
附近的森林里。于是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山顶的极光。虽然我们在山顶上被冻到不想说话，但是
牵着女朋友的手一起看到极光的那一刻，这一切都值了。”

“我大一在密苏里大学，大二转专业时，就转学到了我女朋友所在的学校，能和她一起留学
是我最难忘的事情。”李英旋说，“因为有她在，令人烦恼的误机都变得有趣。两年前的感恩节
假期，我们从费城回学校，她因为行李问题没法起飞，我又不想单独离开，我们就一起误机
了。之后我们找到一家很古老温馨的酒店，还吃了一顿很棒的中餐。”

“中国人帮过我，我也要帮助中国人”

赵小颉今年3月刚到韩国留学，在崇实大学读经营学专业。语言不通是他最大的困扰。但
也是因为这个困扰，让他遇到了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那时候刚到韩国，韩语很差。搬进宿舍的第一天晚上，安保大叔就敲门进来了。因为宿舍
没有打扫，我舍友的桌子上有之前住在这个宿舍的学生留下的烟盒、打火机和烟灰缸。正好碰
到安保大叔的例行检查，我们就被大叔以在宿舍内吸烟的名义带到了办公室。”他说，“在崇实
大学，如果在室内吸烟是要被强制退宿的。我那会好不容易申请到宿舍，就遇到这件事，心急
如焚。再加上韩语不熟练，无法向安保大叔讲明事实。”

“这时候，有个韩国男生看
到了我们在办公室与老师和安保
大叔的艰难交流，就过来帮忙。
他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留学两年，
会一点汉语，就主动帮忙做起了
翻译，用磕磕绊绊的中文最终帮
我们解了围。后来他跟我说，他
刚到中国时跟我现在一样，也是
很难与本地人交流。那时候，有
很多陌生的中国朋友帮助过他，
让他铭记在心。所以，他在韩国
遇到中国朋友有困难时，也会主
动提供帮助。”赵小颉回忆起这
件令他感动和感慨的事情时，至
今仍有些激动。

名校文凭诚可贵
实际所学更重要

许多学生出国前，心里会产生这样的疑
问：“在国外学习毕业以后，工作前景怎么
样？留学生的文凭在就业岗位上是否更有竞
争优势？”面对留学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所
带来的就业竞争压力，文凭的“含金量”的
确是找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准留学
生有以上疑问也在情理之中。

“国外学校的功课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
轻松，毕业淘汰率很高。”就读于美国林登基督
教中学的维斯（化名）通过比较发现，国内的人
往往更注重学校的排名，而国外更注重毕业生

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他说，“不少家长片面地认为，只有哈佛、耶鲁之类的名校才
是好学校。其实，美国的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学子们具有很广阔的选择学校的余
地。在我看来，在适合的学校攻读排名较好的专业，然后顺利毕业，才是最合理的选
择。而单独依靠学校的排名来判断学校的优劣是十分片面的。”

夏菲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进修第二外语教学专业，她将国内的毕业文凭比
喻为就业的“通行证”。国内很多用人单位有“名校情结”，不少用人单位只录用

“985”“211”院校的毕业生。这给很多有能力却不是名校毕业的学生设置了一道
就业门槛。但是夏菲也对这种现象表示理解：“排名靠前的名校毕业生自然占一定
优势，这种选择标准无可厚非。但是国外的就业环境比较开放和公平，学历并不
代表一切，反而实践经验很关键，所以学子们一定要珍惜在国外读书期间的实习
机会。”

东菱 （化名） 在美国芝加哥一所大学读书，她分析道：“名校的确是人才的高
效过滤器。用人单位凭应聘者的学校来选人，是一个比较简单有效的办法。也有
一些有能力的学生因这样那样的原因高考失利而没有进入名校，但他们在大学依
旧表现出色，这样的人走上工作岗位后仍有优势。”

范扣扣 （化名） 是一名专职代购，
他在留学期间开始兼职做代购，学业结
束后就转为专职代购，并以此为职业。
他在国内读的是设计专业，当时有一个
出国的项目，于是他想出国体验一下。
由于他不是日语专业，出国前也没有进
行语言培训，所以听不懂课堂上的讲课
内容，再加上他在国外没有朋友，内心
觉得很孤独。他说：“我一点也不建议做

代购。因为做代购会吃很多苦，到国外
留学就是要好好地学习知识。学生一旦
和赚钱搭上关系以后，往往就很难再把
心收回来认真学习了。现在国内发展很
快，很多城市都发展得很好。如出国留
学只是为了增长见识，那么就没必要出
国留学，旅游就可以了。”而且他表示，
代购也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能赚很多
钱。范扣扣在青岛有一个100多平方米的
代购工作室，每天进出商品的价值在1万
元到 1.5 万元之间。但他说：“我之所以
一直在做代购，只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
的出路。”

杨尔冬 （化名） 在意大利米兰比卡
可大学留学，目前是一名兼职代购。问
及她代购的原因时，她归纳为3点，一是
来找她代购的同学很多；二是女生一般
购买欲强；三是可以赚钱。杨尔冬表

示，意大利学校的假期很多，除去周末
放假，每个月还有一次小假期，并且平
时的课程也不紧张，所以有很多时间去
做代购。杨尔冬说：“我认为做代购也是
有好处的，比如可以提高语言能力，因
为书上看的和老师在课堂上教的都比较
死板，只有和当地人沟通交流才能得到
磨练，掌握地道的语言。”

杨尔冬常在周末出去代购。下午 1 点
多钟她就在商场里的化妆品专柜间穿梭，
在专柜咨询了解相关信息，等待自己所需
要的商品。如果没有自己需要的商品，她
还要及时和国内的顾客沟通。杨尔冬看到
实用的化妆品，经常给自己也买一份。她
说：“我很喜欢购物，所以代购赚的钱都给
自己买化妆品了。”直到晚上 7 点多，杨尔
冬才停下一天的忙碌。问到她今后的打算
时，杨尔冬回答：“目前因为在上学，没有
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客源和购买商品，但是
毕业以后会考虑做专职代购。如果毕业后
手头的客源充足，我可能还会扩大代购商
品的来源。”

留学生代购
是非曲直难定

林元浩在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交
流学习，他说：“我认为代购便利了人们
的生活，特别是让自己熟悉的、在外读
书的亲朋好友进行代购，更值得信任。
人们之所以有代购需求，一方面是因为
国外的一些东西的价格比国内低；另一
方面，一些消费者更青睐国外品牌的安
全性，比如母婴用品和化妆品。”他认
为，目前在中国，代购还处于灰色地
带，国家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规，
所以他不太赞成将代购作为留学生的主
业。

叶潆璐毕业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她认为，就代购本身而言，是一件挺好
的事情。现在人们消费水平提高，对商
品的品牌、质量、款式等要求提升，所
以倾向于购买海外的商品，代购的产生
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需求得到了满足。
而作为留学生，自然也乐见其发展。代
购提供了一种简单易操作的赚钱手段，
也是对于昂贵的留学费用的贴补。

马雯在日本留学已有 7 年，她表示，
留学生做代购这件事是好是坏因人而
异。例举了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
的留学生家里有一定经济实力，学习的
好坏和他们的未来并没有太重要的关
联，他们只是为了“镀金”而出国，为
了让自己的文凭好看一点，学业并不是

那么重要，因此做上了代购。第二种情
况是，有的留学生出国学习就瞄着代购
赚钱，做上代购后规模越做越大，甚至
有人成了老板，还成立了公司。第三种
情况则包括了大多数留学生，他们出国
留学的初衷是为了学习知识，期待学成
回国后有更好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
做代购耗费时间，令自己无法全身心地
投入学业。有的人代购没做好，学习也
搞砸了。

是否做代购
利弊之间要权衡

留学生在学习期间做代购，对自身
的影响到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林元浩认为，留学生代购弊大于
利。因为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代购
需要不断地去跑商店、和客户聊天沟
通，这会占用很多时间与精力。他说：

“毕竟留学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学到某方
面的专业知识，以后能有一份好的工作
或创业机会。”他的校友黄子夏也同意这
个观点，并认为，在国外需要学习的东
西有很多，挣钱机会也很多，没有必要
占用宝贵的时间做代购。黄子夏说：“应
该干点比代购更有意义的事，即使挣
钱，也最好找和所学专业相关的机会。
这样岂不更好？。”

叶潆璐则认为，代购对于留学生而
言利大于弊。她身边的留学生做代购的
目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补贴生活
费，另一类是的确对于做代购感兴趣，

并希望将它作为一种工作。叶潆璐觉得
这两类的发展方向都是好的。虽然后者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耽误学业，但是她
觉得，做任何事情应该以兴趣为出发
点，尤其是未来用以谋生的工作。如果
销售是一个人的兴趣所在，那么，通过
代购锻炼自己，最后收获一份事业，何
乐而不为呢？

是认真学习
还是抓住赚钱机会

黄子夏表示，对留学生来说，认真
学习和挣钱二者不可兼得。他说，有些
留学生完全投入代购，放弃了自己的学
业，这和商人没有区别。做代购确实能
赚钱，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比如学校
里传授的专业知识、提升思维方式、开
阔眼界、提高个人素质等，因为代购而
失去这些未免得不偿失。

叶潆璐却认为二者可以兼得。她
说，首先，只要合理地安排时间，留学
期间做代购也不一定会耽误学业。其
次，主要精力是学习还是赚钱，这取决
于个人。对于她自身而言，由于学的是
理工科，学业负担较重，可自由支配的
时间相对较少，而且她很喜欢自己的专
业，所以就更偏向于专心学习。但有些
留学生所学专业的时间弹性很大，借着
空闲时间赚点钱也无不可。

总之，究竟选择专心学习还是兼顾
赚钱，要由留学生的具体兴趣、是否擅
长、未来定位等因素决定。

日前，美国 《纽约时报》 网站刊登了题为 《澳大
利亚中国留学生把代购做成数亿美元的生意》 的文
章。文中称，在澳中国学生做代购，代购的商品出口

总值高达6亿美元。赴澳中国留学生如此做代购，引发
了各界广泛关注。那么，留学生们对于这件事是怎么
看的？

6亿代购
留学生很纠结留学生很纠结

周焙霞

代购们有话要说代购们有话要说

留学生活“纪念册”
赵贝贝

留学生活留学生活““纪念册纪念册””
赵贝贝

聚焦留学生的海外生活，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从哥大“撕名牌”到
留学生“出租半张床”；从集体吐槽看病难到澳洲留学生代购破6亿美元
……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留学生会遇到很多难忘的事情，而且这些事
情是在国内没体验过或体验不到的。遇过感动的事、伤心的事、高兴的
事，往往由于身在异国他乡，便会将这些情感放大。你的留学生涯里，
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呢？

留学文凭
“含金量”几何？

林之韵

留学文凭留学文凭
““含金量含金量””几何几何？？

林之韵

选择出国学习选择出国学习，，一方面是为了开拓视一方面是为了开拓视
野野、、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另一方面客观另一方面客观
上也能为学历上也能为学历““镀金镀金”，”，为未来的就业铺平为未来的就业铺平
路路。。但是但是，，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增多和一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增多和一
些名校的扩招些名校的扩招，，人们对国外文凭的人们对国外文凭的““含金含金
量量””产生了置疑产生了置疑。。那么那么，，国外的文凭在就国外的文凭在就
业中究竟有多大优势业中究竟有多大优势？？其其““含金量含金量””到底到底
有多少呢有多少呢？？

唯有真才实学
才能提升文凭价值

“很多人寻求捷径，从他们的师兄、师姐那里买来答案，经过简单地复制粘贴，就
成了自己的东西，这属于欺诈行为。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侥幸蒙混过关，短期内能够
得到一个满意的成绩，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抄袭并没有使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这
样的人就算拿到了毕业文凭，以后的发展也不乐观。因为他们既没有扎实的知识，
也缺失了做人的诚信。”维斯说。

东菱刚到国外读书一年，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她选择加入学校的社团。东菱说：
“我喜欢比较，在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时候，我会不时地把国外的情况和国内做对比，
这样即使身在海外，也不会和国内脱节。在
学习的过程中，我不会好高骛远，总是先给
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然后尽力完成。多个
小目标就汇集成一个大目标。”

有人盲目地认为，只要是国外文凭，就
代表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专
业技能。其实，国外也有一些“有钱就能上
的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是没有保障
的。还有一些学校，根本没在当地注册，是
非法的“野鸡大学”，只是敛钱、卖文凭。上
了这样的学校，即使获得一纸洋文凭，但其
中水分很大，甚至不被国家承认，根本谈不
上什么“含金量”。夏菲说，“虽然国外文凭
听起来很好听，但还是要对其做具体分析。
只有进入正规学校，勤奋学习，通过自身努
力获得的文凭才会被承认。而在相对漫长
而艰苦的学习过程中所收获的专业知识、意
志品质的锻炼即真才实学，才是未来职业发
展中的助力。”

图为华裔警官 （左一） 正在向新生讲解
美国境内必须注意的安全问题。

图为华裔警官 （左一） 正在向新生讲解
美国境内必须注意的安全问题。

图为夏菲 （右） 和教授
James Corcoran合影。

图为维斯正在网上学
习美国课程。

图为维斯正在网上学
习美国课程。

专职代购说专职代购说

不建议做代购，出国学习最重要

兼职代购说兼职代购说

时间宽裕，学习赚钱两不误

周焙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