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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小留学生
周末应邀到老师家做客，国内的父母知
道有这么关心孩子的老师特别高兴，于
是吩咐他去做客时带上一盒茶叶。按照
国内的习惯，一般不会给主人讲带了什
么礼物，多是进门后悄悄把礼物放在门
口附近的桌子上。这位老师虽然看见桌
子上的包裹，但并不知是送给他的礼
物。结果临走时，老师吩咐学生别忘带
走他的东西。该学生以为老师不喜欢他
带来的礼物，就把带去的礼物又带回来
了。”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国际学院院长
孙建国讲的一个故事，从中折射的是中
国留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面临的“理
解差异”。

自 2012 年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创立以
来，服务了近几百名中国小留学生，和
这些学生非常熟悉的孙建国认为，无论
小留学生的背景和语言程度如何，他们
仍然会遇到诸如饮食、教育体系不同等
挑战，但最大的挑战还是跨文化适应，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从跨文化适应到寻找自我

日前，启德教育在北京发布 《中国
学生低龄留学白皮书——高中篇》，调查

显示，有逾五成的学生担心自己“难以
适应当地生活”，逾四成的学生担心自己

“语言沟通不畅”。
“刚到美国时只能听懂 1/3，和当地

人无法正常沟通。”正在美国马丁路德高
中读 10 年级的徐嘉阳回想自己刚到美国
的情景，直言“那时候感到很寂寞，也
很苦恼。” 即使她后来渐渐适应了，“也
需要熟悉当地的文化、宗教等，有时候
还是会担心行为是否合适”。

在徐嘉阳看来，跨文化适应还包括
饮食文化。“在美国，汉堡、薯条、牛排
比较热门，但我非常不喜欢吃。幸运的
是，学校专门为我们请了一个中国厨师
做中餐。”

同在美国读高中的沈丹亚婷，来到
美国感受到的不一样是“成绩的好坏并
不能定义一个在校生的全部”。她清晰
地记得，一次学校举行学生会主席选
举，“候选人里面有上课天天睡觉的，
也有天天捧着书学习的”。让她意想不
到的是，最后当选的是“天天上课睡觉
的一名同学”，但这名同学以出色的工
作表现和责任心赢得了大家的信任。这
件事给在国内做过班长和学生会主席的
沈丹亚婷带来很不一样的感受。“从此
我也开始像完成游戏中的任务一样过关
斩将，比如去跨越能力值、受欢迎度、

社区交流度等关卡，在这个过程中，我
好像可以慢慢回答‘18 岁的我是谁’这
个问题了。”

适应度高中生好于本科生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由启德发布的
《中国学生低龄留学白皮书——高中篇》
显示，虽然对于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来
说，15 岁左右就要离家到海外学习，对
于家庭的依赖感比本科及研究生出国的
孩子更强，超过八成的意向出国读高中
学生表示希望家长陪读。但调查数据显
示了另一种趋势，相比于该教育集团在
2015 年进行的针对本科生的海外生活适
应调查，出国读高中的学生除在日常生
活适应方面得分低于本科生之外，在人
际交往适应、学业适应、价值观适应以
及语言适应方面，均好于本科生。

就此，启德教育集团相关专家表
示，年龄越小越易完成跨文化适应，这
成为很多中国家庭选择把孩子早点送出
国读书的动因之一。

来自天津的王梅 （化名） 在儿子高
中时就送他到英国一所男校读书，“儿子
适应得还不错，虽然在学期期间，我也
会去陪读，但主要是周末陪他聊聊天，
大部分时间，是他自己在学校里处理人
际交往等相关事情。”让王梅欣慰的是，
去年孩子已成功申请到英国的顶尖名校。

沈丹亚婷在最初的理念和文化冲击
之后，开始学会享受过程。“我开始热爱
各种经历，无论好与不好。我热爱与陌
生人举杯畅聊的下午，也期待与好朋友
相聚，更享受这种漂泊。我觉得，这就
是我的光辉岁月。”

但数据走向并不能覆盖每个选择高
中出国的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也并非一
蹴而就。相关留学专家表示，小留学生
离开家长和熟悉的同学朋友，一人在外
难免有孤独感。为此，家长可以在考察
周全的前提下，为孩子选择寄宿家庭。
因寄宿家庭大多是当地人，对于学生了
解当地社会与文化和融入环境会有一定
帮助，也会缓解留学生的孤独感。

启德教育日前发布的 《中国
学 生 低 龄 留 学 白 皮 书 —— 高 中
篇》 显示，“想要获得更好的教
育”“想要获得国外高中的学习体
验”“国内学习压力大承受不住”

“受到其他同学影响”“想要进入
更好的大学”，是国内学生出国读
高中的五大动因。

在低龄留学的过程中，孩子
能否“快乐学习”是家长非常看
重的因素。针对计划出国读高中
的家庭中学生的调研数据显示，
超过半数的家长认为孩子出国读
高中能够更快乐地学习，更专注
于自己感兴趣的科目。此外，“出
国读高中有更大几率进入外国名
校”“孩子的强烈要求，尊重孩子
的选择”“不希望孩子参加高考”
等也是家长们选择送孩子出国读
高中的原因。

家长在为子女选择高中留学
国家的决策因素中，安全性被列
为第一考虑因素。逾七成的家长
在考虑留学国家时，都表示会考
虑该国安全性；排在第二位的是

“中学教育体制”，不同留学国家
的教育方式不同，如美国高中一
般会要求学生根据对知识的实际
掌握情况进行选课，而英国则是
以文凭类课程为主；而学费、文
化氛围、就业前景以及“有亲戚
朋友在那边方便照顾”也是家长
选择留学国家的重要原因。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高中留
学家庭都遵循先选择留学国家再
选择学校的顺序。面对不同教育
体制下的众多学校，低龄留学家
庭的表现理性，家长的调研数据
显示，首要考虑的选校因素为学
校排名，其它几大选校因素依次
为“孩子自己的能力与学校是否
相符”“孩子自己的意向”课程设
置、学费、学校位置、招生条件
和师生比例。

当然，出国读高中意味着家
庭投入将会更大，家庭收入也决
定了低龄留学能否成行。调查显
示，送孩子出国读高中的家庭年
收入主要集中在 20万元至 50万元
人民币区间，占比近五成。针对
高中留学人群的调查数据显示，
在留学前即拥有留学目的地国探
访经历的学生比例逾八成，有逾
四成的学生表示是由于出访确认
了留学目的地。

(薛 梓）

更名不等于学校实力提高

就此次学校更名事件，在笔者采访到的中国留学
生中，少数学生表示该做法有一定道理，但多数学生
表示，更改学校名字并不等于提高学校层次。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留美在校生达到创纪录的
32.9万人，占全美留学生总数的32%。美国各地的学校
都试图采取措施吸引更多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

但据相关媒体报道，在招收留学生方面，佛蒙特
州的排名垫底，在全美50个州中位列第48。该州去年
仅有 1712名留学生。北佛蒙特大学此举也是为了提升
自己在留学生市场里的排名，只是改名之后，真的能
吸引到中国留学生吗？

就此，有网友表示，“改名其实没有影响，真心
要出国读书的留学生在申请前肯定会先做好调查功
课的。”

“在中国，一些被命名为‘大学’的学校，其学校
影响力和学校排名确实会高于被称为‘学院’的学
校，但这并不适用于国外院校。”艾丽告诉笔者，“在
国外，有很多学校也叫做‘college’或者‘institute’，
如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译成中文就
是麻省理工学院。但并没有因名字未出现‘universi-
ty’而影响到其在美国乃至世界的排名。”

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孙道贤也认为不能单靠
名字来判断一个学校的实力。“比如新加坡有些补习
中心的名字译成中文后，也叫大学，这和我们理解的
大学相差甚远。更值得留学生警惕的是，有个别非正
规私立院校，为了盈利，也叫大学，但从办学条件、
师资力量等方面来衡量，有可能是大家所说的‘野鸡
大学’。”

留学生择校要更加理性

孙伯阳就读于美国一所大学。据他了解，确实有
一些中国留学生会选择那些名字听起来很高端的学
校，目的是获得一个名字漂亮的文凭，以让自己的简
历“加分”。当被问到国外院校用更改校名的方式来吸
引国际学生是否会引导学生错误的择校观念时，孙伯
阳认为几乎不太可能，“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还是更注重
国外学校的教育方式和生活环境”。

艾丽对此表示赞同。她说：“根据名字选择学校的
留学生并不多，大部分留学生会根据学校影响力、专
业排名、导师声望、就业市场等标准筛选适合自己的
院校，在择校时比较理性。”

孙道贤说：“相信很多留学生是抱着认真学习的心
态出国的。但如果不够了解国外的教育体系，很容易
被那些打着‘大学’旗号、实际教学质量很差的学校
忽悠。因此留学生在申请海外学校前一定要做好功
课，要多渠道查询国外校园资讯，做出合理的选择。”

邵以琛 （化名） 曾在加拿大学习教育专业，毕业
后在国内一家中外合作学院做大学老师。她认为，校
方利用改校名的手段来吸引留学生，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教育市场的供需关系。但只把教育当做一种产业来
经营，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学校应该将重心放在
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适时调整教学模式上来，这才不
失教育本心。”

我在英国大学里教中国社会学既是
偶然也是必然。说是偶然是因为我并不
做中国学研究，也不供职于亚洲研究中
心这样的机构。我其实是在社会学系里
做科技全球化治理研究，而系里大部分
学生都是没有走出过欧洲的英国年轻人。

但或许这也是个必然，因为了解中
国在很多英国年轻人看来是件时髦事
儿。很多大学里，和中国有关的课程往
往选课者都是爆满。但现在学生选择中
国相关课程的初衷和三四十年前西方汉
学院的学生不同，他们大部分并非是出
于对中国文化的着迷，恰恰相反，大多
数学生对中国知之甚少，对中国的印象
还仅限于商场里的“中国制造”和影院
里的“功夫熊猫”。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
越来越大，对于年轻人来说，不懂一点
中国怎么能算有“国际范儿”呢？而且

不少家长觉得子女修过跟中国相关的课
程的学分，找工作有时会多一些竞争
力。学生有这样的需求，学校自然要动
员老师增设相关课程。

理解英国年轻人对选修中国相关课
程的“镀金”心理其实很重要，因为以
镀金为目的学习，常会让人失去真正思
考相关问题的动力，容易浮光掠影，陷
入非黑即白的教条。比如每年学期之
初，当学生们刚刚走入课堂时，他们对
中国的印象往往可以分两类，一类是

“质疑派”；第二类则完全相反，是对中
国近乎神话般的推崇，认为这个大国的
发展一定有解决西方诸多困顿的良药。
很明显，这些十八九岁的青年的看法和
媒体上的老生常谈差不多。

每年我会在第一节课就跟学生开诚
布公地说，这两派意见都让我头皮发

麻。虽然在情感上我当然喜欢看别人夸
赞我的家乡，但粗暴的否定和盲目的赞
美一样让人不安，因为它们本质上都仅
仅是一种情绪宣泄，也都暴露出其实对
中国的认识仍然处于浅层次。要我说，
和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中国社会有很
多可爱之处，但也存在问题，所以在我
看来，向他们讲授中国社会学的目的就
是，学期结束之后，他们对中国的评价
能在“点”上。

学生会继而问我，怎么才能踩到中
国的“点”上。认识中国和认识古今中
外任何一个社会是同一个道理：体谅加
审辨。当我们在茶余饭后谈论一个遥远
且陌生的社会的“奇闻异事”时，我们
习惯于把社会现象归结于文化差异导致
的“怪谈”，而倾向于忘记我们在谈论的
是和我们一样理性、智慧并对美好生活

充满向往的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们常常
用熟悉的思维定式去套解某个社会现
象，而忽略掉他们本身的历史和社会逻
辑，这就使有些人貌似“知道”很多国
家或文明，但眼界依然狭窄。所以要先
通过事实去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逻
辑，这才具有对中国现象的审辨与客观
评价的能力。当你具备理解不同社会逻
辑能力的时候，就会发现任何社会和群
体都会成为自己的一面镜子。

我的课反响不错。有几个学生在向
低年级学弟学妹推荐这门课的时候写
到，“这门课不仅让我了解了中国，似乎
还让我对很多事情有了新的想法。”

近日，美国佛蒙特州学院正式更名为北
佛蒙特大学，校方说改名目的之一是，相比

“university”，“college”层次低。该校相关
负责人就此表示：“如果连名字都叫不响，还
指望拿什么吸引中国学生？”但仅仅依靠改校
名就能吸引中国留学生吗？

“利用更改校名来吸引留学生，学校的本
意多是希望宣传自身的品牌影响力，但是如
果手段不够恰当，可能适得其反。” 来自美
国休斯敦大学机械工程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艾
丽（化名）说，“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确会倾向
选择名字好听的学校，但这是个别现象。校
方如果想吸引留学生，除了更名，还需要提
升相应的实力。”

学校更名

能否吸引更多

中国留学生？
林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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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英国学生讲中国
张悦悦

高中出国
如何应对跨文化挑战？
本报记者 赵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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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跨文化挑战？
本报记者 赵晓霞

为什么出国
读高中？

沈丹亚婷代表国际学生讲话

图为日前在启德教
育 集 团 举 行 的 教 育 展
上，家长在现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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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阳渐渐适应了在美
国的学习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