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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出国留学的人数逐年攀升，留学也渐
渐成为一件可以自由选择难易程度的事情。课业压力大，有些留学生
选择苦下功夫钻研学业，有个别留学生则会应付了事；对于语言文化
障碍，有些人会选择积极与老师同学交流学习，而个别学生则选择待
在华人的圈子里，没勇气走出舒适区。因此，说到底，留学海外能学
到什么？答案总是因人而异。成长终究是一场同自己的较量。

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多多少少都经历过留学生普遍会面临的
问题。在生活上，最棘手的是租房问题。以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中国留
学生为例，租房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跟已租整套房间的二房东租赁单
间，家具齐全，简单方便但价格偏贵。另一种是自己找租房中介，价
格相对便宜，但过程麻烦且不带家具。

我在墨尔本一学期后，便跟朋友通过租房中介租了套间。置办家
具的过程颇为麻烦。由于澳大利亚人工费很高，以我们的经济条件，
只能自己购买家具零件，雇司机运到家后自行组装。大到床和桌子、
小到椅子和台灯，我们都亲力亲为，花了3天时间，终于把所有家具都
组装完成。洗衣机、冰箱等电器买的是二手货，再想办法以最经济的
方式运回家。我们用超市购物车运过冰箱，也曾用大型垃圾桶运过洗
衣机……似乎每一样东西的置办过程，都是一部“血泪史”。这大概是
许多留学生的生活现状。

然而，生活总是跌宕起伏，会有不顺，也会有美好。由于澳大利
亚地广人稀，旅游均以自驾为主，留学生也不例外。对我来说，在节
假日同几个朋友一起租辆车，走近自然是留学生活最放松的时刻。但
在平日里，喝杯咖啡，偶尔去酒吧狂欢，也能点缀留学生活。

留学有千篇一律的地方，也有各式各样的精彩。身边的同学有去
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有去其他国家做交换生的，也有在各自的领域早
早崭露头角的。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环境中，身边优秀的人总会激
励着你不断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太多东西还没学习，
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所以，留学海外，忙的人总是很忙，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当然，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要说留学能带来什么，不
如说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每位留学生都能成为更加笃定的
自己。 （寄自澳大利亚）

重新思考人生选择

选择出国求学的大多数留学生对海外的生活和教
育抱有美好的期待与憧憬，但如果没有审慎的思考和
清晰的判断，结果可能和自己的期望有很大的距离。

刘垚 （化名） 从 7年级开始在国际学校读书，这
也让她拥有超强的适应力。本科时她赴澳大利亚莫纳
什大学读市场营销，但就读期间她选择了退学，其原
因既不是孤独，也不是成绩不好，而是希望能重新选
择。

她回忆说：“从大二第一学期开始，我发现不知
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去问身边的小伙伴，有的人
的答案也和我的相似：父母的选择。我开始觉得自己
一直都在为了考试而学习，这其实在浪费我的时间和
父母的金钱。为什么不能先工作寻找自己真正喜欢
的，然后再去考虑学什么呢？当时大二班上有一个中
年人，我了解到他便是先工作，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
知识短板后，再来上学弥补。受到他的启发，我决定
退学，先了解自己到底想学什么再去上学，不想只是
为了那张文凭去读书。”

正在美国罗格斯大学读硕士的力俐身边也有因不
满意自己的专业而选择退学重新申请的同学。“我有
一个同学在国外读大学，因为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
么，就稀里糊涂地申请了比较热门的商科。结果读了
之后才发现不喜欢，又退学重新去读艺术史。”

放弃不适合自己的路

对于刚刚走出国门的学子，陌生环境下，压力
无处不在。李青 （化名） 本科时在美国圣路易斯华
盛顿大学读书，因为始终无法融入异国的环境，最
后主动放弃了学业，回到国内。她回忆自己当时的

状况：“我在国外时最深刻的体会就是没有朋友。我
接触和认识的大部分人是美国人，彼此文化差异很
大，沟通交流存在障碍。我不想用父母的血汗钱只
换来一纸文凭，更不想在国外继续消沉，最后我决
定退学回国。以后的路还很长，一步一步来，是金
子总会发光。”

正如一位选择退学的学子所说的：“挺感谢当时
作出退学决定的自己。并非做所有事都要坚持，年轻
时就要勇于改变。不必非要按部就班沿着某条路一直
走下去，主动放弃不适合自己的路，亦是一种宝贵的
能力。”

莫让自己陷入“被退学”

国外高校教育体系大学阶段对学生要求严格，因
课业压力的繁重退学的学生确实有。林云 （化名） 本
科时曾在英国学习建筑，他谈到，自己身边就有学生
因为无法承受学业的重压而退学。“我们学校比较严
格。第一年班上同学大约 100 人，第二年就有学生
退学，第三年又有学生退学。”

但对留学生来说，要避免因自己主观不努力、考
试作弊等而陷入“被退学”。

刘佳畅 （化名） 在日本读书时挂了两科，需要
重考，可是在准备重考期间却迷上了游戏。“重修
过程中，我迷上了游戏。作为一个从小学到高中不
玩游戏的男生，我几乎无法抗拒这个时候爆发的游
戏瘾，再加上我当时轻视重修的学科，觉得通过期
末突击复习就可以冲回来，但结果是我没能及格。
当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几乎无法挽救
了，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回国，要么看能不能找个
社区大学。”

无论以何种理由退学，一旦遇到，就需要积极面
对。如果能借机重新审视自己，化被动为主动，或许
可以开拓出新的路。

本报电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日前宣
布，在过去 1 年，全球雅思考生数量
首次突破 300 万人次。在海外留学申
请中，雅思在美国的认可持续升温，
目前有超过 3300 所美国院校认可雅思
成绩。

雅思考试通过对听力、口语、阅

读和写作四项的考核测评考生的英语
语言运用能力。数据显示，雅思已经
获得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
有超过1万所教育机构、移民局、政府
部门以及企业等认可雅思成绩。目前
在中国 41个城市设立了 79个雅思考试
考场。 （胡 晗）

本报北京电 （记者赵晓霞）“每
年，来自 160 多个国家的 7.8 万名国际
学生到布里斯班求学。其中，中国学
生逾 1 万名，约占国际学生的 15%。”
日前在京启幕的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教
育开放日上，该市市长格莱姆·库尔克
表示，“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前往布里
斯班留学”。

“目前在布里斯班留学的中国学生
学习努力、成绩优秀、表现很好，他
们也为布里斯班的多元文化作出了贡
献。同样，中国学生也可以和来自于
世界各地的学生进行跨文化交流并从
中受益。”布里斯班教育推广署署长雷
切尔·柯拉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如是
说。

此次教育开放日活动期间，不仅
有来自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昆士
兰科技大学等多所名校集体亮相，现
场还针对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问题，
特别设置“澳大利亚留学生活服务展
区”，邀请澳大利亚当地规模最大的 4
家连锁学生公寓代表答疑解惑。

据雷切尔·柯拉索介绍，布里斯班
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吸引中国学生。
比如一些学校会设立奖学金，昆士兰
科技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而面向一些
攻读研究型学位的中国学生，布里斯
班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也有合作。
此外，布里斯班会关注学生毕业后的

职业发展。“我们成立了布里斯班学生
中心，是针对各国留学生的免费服务
中心，这里不仅提供有关医疗保健、
就业、预算管理、住宿等方面的咨
询，还帮助留学生参与本地活动。”
雷切尔·柯拉索说。

雷切尔·柯拉索特别提到布里斯班
国际学生大使项目。据她介绍，每年
的学生大使经过层层选拔并由市长最
终任命，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与同龄
人、海外家庭等分享在布里斯班的学
习生活经历。2017 年布里斯班国际学
生大使刘腾姣来自中国四川，是格里
菲斯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博士生。她如
是描述自己的留学感受：“我非常喜欢
布里斯班浓郁的学习氛围和多元文化
特色，在课程以及生活方面都为国际
学生提供了便利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以使我们可以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另据雷切尔·柯拉索介绍，在澳大
利亚留学，大多数学生签证允许学生
在学期中工作，每两周不超过 40 小
时，而在非学期时段内工作并不受限
制。但她同时强调：“具体规定还需要
参看移民和边境保护部网站。”

据悉，教育重镇布里斯班是澳大
利亚昆士兰州首府，也是一座新兴国
际都市，受中国学生青睐的昆士兰大
学、昆士兰科技大学等均坐落于该城
市。

申请者更加理性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对是否选择留学海
外以及如何选择海外院校，学子及其家长的思考越来越理性。

叶子 （化名） 目前在一家留学教育咨询机构工作。“如今花一大笔
钱，只为拿一个国外院校的学位证书而选择出国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少。
一方面，海归在我国的人才市场上已经不再稀缺，这意味着就业单位会
更注重考核参加应聘的海归的综合素质。仅凭一纸国外院校文凭却不加
强自我能力的提升，在就业市场上并无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学生及其
家长也会考虑出国的成本与将来可能获得的收益。”叶子说，“就目前我
们服务的客户来看，想要拓展视野、施展学术抱负的学子才是主要的申
请者。”

入学门槛不低

国内高校学生在本科毕业时，若想继续深造，往往面临留学海外还
是考研的选择。考研，尤其是考上知名院校的研究生，对国内高校学生
来说，难度很高。但成功申请到海外高校的同学也表示，与在国内考研
相比，想要进入国外知名大学也并不轻松。

王棋目前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她现在仍记得当初申请时的煎
熬：“可能有些人觉得申请出国比考研简单，但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美国高校尤其是排名靠前的高校，对于申请者的语言考试成绩、学术
能力、社会实践经历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就拿语言考试成绩来说，我
入学时，芝加哥大学要求托福分数不低于100分，而取得这个成绩并不

容易。由于我的英文并不算好，为了达到成绩要求，我付出了很多努
力。当然，仅仅成绩好还不够，还需要拥有一份能够在一众申请人中脱
颖而出的简历，这就要求申请者要积极参加各类活动，以此来丰富自己
的经历。想要成功申请到国外的知名高校，申请者本身的综合素质一定
要高。”

求学目标明确

留学海外的费用，对于学子及其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采
访中，笔者了解到，现在大多数选择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有明确的求
学目标。

刘琬芳就读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她本科在国内读的专业是俄
语。“对学习语言的学生来说，我觉得只有真正融入到国外的语言环境
中，才能够进一步促进对所学语言的运用并增强对它的理解能力。” 刘
琬芳说。

简晴在今年刚刚入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她在出国留学时就已做好
就业规划。“我目前修读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这个专业在美国相对成
熟，所以我选择来美国读。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国际公务员’，我也
希望能争取到一个到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机会，这样可以离我的梦想更近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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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起行囊赴海外留学，学有所成、顺利毕业是海外学子的通常模式，但也
有个别学子在留学期间中断学业选择退学。说到退学，也许不少人对此持“负
面”看法。但事实是什么样的？

其实，退学是学校和学生双方的事，将退学的板子只打在学生身上的看法
并不客观。对退学的中国留学生来说，究竟原因有哪些呢？

自费留学误解：混不下去才出国？
□ 李青蓝

留学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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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素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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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立思辰留学360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求学海外，
有一种说法相伴而来：只有考不上国内好
大学、在国内找不到好工作的学生才会选
择自费留学。可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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