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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心事多 影响学习和生活

留学有时就像是一场苦心志、劳筋骨的修行。学
子不仅要面对学习压力，还要面对一些由外在因素带
来的困扰。

假期到了，在德国留学的杨佳颖脸上却阴云密
布。准备利用假期旅行的她，不得不耐着性子等待自
己的延期签证。办理延签的德国有关机构一直没有发
邮件通知，也不给开具相应的证明，这就使她没法离
开德国。“在德国留学，居留卡是短期的，需要一年
一换。我留学所在市的外管局，办理签证的流程不公
开，也不开具代替居留卡、在出入境时使用的证明文
件。而在其他地方，代替居留卡的证明基本上是立等
可取的。”杨佳颖无奈地说，“拿不到证件，别说出行
了，自己期末复习的心情都受到了影响。”

除了在证件办理上遭遇麻烦，语言、文化等方
面的差异也时常让学子遭遇尴尬。在韩国梨花女子大
学读研二的娜娜 （化名） 提起自己的留学生活有些感
慨。“韩国物价高昂，留学前听同学吐槽的天价水果
并不是空穴来风。物价高是当地国情，可以理解。对
我而言，更不适应的是礼仪上的不合拍。”娜娜说
道，“韩语中，前后辈、上下级分得很清楚，对前
辈、上级要用敬语，说话的时候需要很小心。我为了

防止出错，就习惯了对谁都用敬语，而这又会使真正
的朋友觉得生分。”

娜娜还谈到了因与韩国人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的
困扰。“韩国不管男女老少，都习惯化妆出门。化妆
的群体虽说没有夸张到‘上到99，下到刚会走’的程
度，但是大多数人都有化妆习惯，这让我们这些留学
生，尤其是像我这种懒人很无奈。虽然打心底不愿在
化妆上花费时间和精力，可又没有勇气素面朝天地出
门。”

分析原因 留学前后认知不同

这些困扰大多是因为学子对当地的文化与行政流
程不熟悉造成的。随着留学生活的深入，学子对留学
所在地情况的认知也逐渐加深。受访学子反映，自己
在留学前对留学国家的了解大都基于教育机构的介绍
和网络、媒体上的资料， 这与留学后感知的实际情
况出入较大。

王鲁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读研
二，因为对信息掌握不够，出国后他遇到了很多尴尬
事。作为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下设的青年志愿者
协会会长，王鲁平也遇到过很多与自己有相似遭遇的
同学。“在俄罗斯要用‘落地签’来证明自己有居住
的资格，若中途离开俄罗斯，则需要重新办理签证，
而这个程序，我在留学之初了解得并不到位。逾期一
周之后，交了罚款才免去了需要回国重办签证的折
腾。”

王鲁平归纳了学子向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反映较
多的困扰，并分析了原因，他认为，大多数学子对俄
罗斯的文化、市场和法规了解得不全面。“以快递行
业为例，俄罗斯的快递服务没有国内便捷，很多信息
更新不到位。在邮寄快递的时候，学子要弄清国内外
的差异，注意保存邮寄物品的相关票据凭证，将物品
安全和信息安全做到位。”王鲁平如是说。

在德国读书的莉莉 （化名） 反映，欧洲普遍存在
“慢半拍”的行政风格，照章办事一丝不苟。但由于
一些地方的办事人员数量短缺，常常导致很多事情走
流程的时间很长。留学之前的美好设想，让很多学子
忽视了这些现实问题，加上提前做的准备不充分，才
会导致糟心事的发生。

解决方法 学会求助与释然

谈及如何处理这些困扰，多数受访学子表示，一
方面在心态上要平和地面对不顺、学会释然，另一方
面要提前做功课、与学长学姐多交流取经。利用网络
平台，在学子群寻求帮助不失为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娜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正在锻炼自己“看淡
风云”的本领。“刚开始留学的时候，我常常很被
动。除了学业上的压力，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困扰，
它们像一块块磁铁，老是弄得我注意力分散。都说金
鱼的记忆很短暂，后来，我就将自己定义为金鱼，学
着淡忘那些不顺，看淡别人的看法和评价，追求真
我。”

杨佳颖最近终于被告知可以去取签证了，这让她
松了一口气。虽然已经做好了假期旅行泡汤的准备，
但在最后一刻，证件终于还是办下来了。她总结说，
应对留学中的糟心事，需要向他人取经，再辅个人多
做功课，这些都是有帮助的。“如知乎等平台上会提
供很多的留学经验帖，其中就有应对延签的办法。此
外，学校的学子群中，学长学姐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
给出适当的建议，这对于求助无门的我来说，特别有
帮助，至少心里没那么慌了。当然，自己也要多去相
关单位询问，靠自己的努力来寻求一个定心丸。”

遇到糟心事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要逐步学会解决
问题，而这恰恰是成长的标志。

留学是一次考验，学子除了借此习得专业本领外，
也能磨练自己的毅力，锻炼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收获
属于自己的成长的喜悦。

为求知，学子负笈海外，开启了在异域求索的征
程。海外的新环境，在提供新颖的求知视角的同时，也
将压力加在学子稍显稚嫩的肩头。除了学业压力外，风
俗迥异、习惯不同、办事风格差异等很多外在因素或多
或少地影响着学子的心情。如何面对这些压力，考验着
每个学子的智商和情商。

所谓“山不就我我就山”。其实，那些困扰学子的因
素一直存在，并不会因为某个人、某个群体的困惑而自
动绕行或消失。是沉浸于苦恼，还是乐观豁达？选择权

握在学子自己手中。以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压力是一种
可取的态度。

对学子来说，留学海外，离开了熟悉的生长、学习
环境，自然会接触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要练就一双善
于发现美的眼睛，要学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困难和挑
战，唯有如此，才能收获于己有益的风光霁月。

积极的心态是处事的前提，也是成熟的表现。当压
力过大、无所适从时，多听过来人的建议，不失为良策。
学会借助外力化解压力，同样是成熟的表现。在积极的
摸索和实践中，相信那
些困扰和糟心事都是
浮云。

贴补生活费的打工

初到国外的学子在面对高额花销时，一部分人会通过
打工贴补生活费。在加拿大留学的李林 （化名） 在入学后
参加了学校的街舞俱乐部。俱乐部经常会举办一些活动，
演出装备都需要自己置办，一套街舞服装就要上百美元。
为了不伸手向父母要这些额外的钱，俱乐部里有七成人都
在外兼职，李林也加入了这个队伍。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就读的王嘉旸说，多伦多的物价很高，“每次花钱时都‘瑟
瑟发抖’，为了给家里减轻一些压力，我也跟着同学到唐人
街打工赚取部分生活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留学给学子们带来了更广阔的
交往天地，而保持良好的个人形象则是交往中的一种礼
貌。有些学子表示，为此需要购买一些额外的衣物和化妆
品，但作为成年人又不能什么事都依靠父母，所以打工挣
钱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基于兴趣爱好的打工

虽然同样是打工，但有些学子并没有盲目地选择工作
种类，而是基于兴趣爱好有针对性地进行筛选。李林从初
中开始就热衷于街舞，除了参加学校的街舞俱乐部，还在
校外找了一份街舞老师的兼职。“我从小就喜欢街舞，一看
到有招聘，就赶快过去面试。教街舞既能让我在跳舞的过
程中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同时还能挣到钱，这种兼职何乐
而不为呢？”李林如是说。

王嘉旸在选择兼职工作上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她在去
饭店兼职和画插图之间选择了画插画，即使端盘子挣的钱
更多，但她依旧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了选择。她说：

“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即使挣的钱比较少也值。”

着眼未来的打工

学子打工不仅应该着眼于眼下的生活，还应该考虑未
来的职业。在美国留学的冯晓颖 （化名） 的兼职工作一直
围绕着她所学的专业——财务管理。“刚到美国时，觉得
这里的物价高得可怕，我一般只去超市买些特价蔬菜回来
自己做饭。看到身边的同学都去打工赚取生活费，我也很
有兴趣。但我知道，家里付出高昂学费送我出国，是为了
让我学习更多知识，不能因为打工而荒废学业。所以我没
有选择去餐馆端盘子洗碗，而是去找了一些跟我的专业沾
边的工作，比如去做收银员，这样既挣到了钱，还通过工
作学到了一些结算技巧。”冯晓颖如是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子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为传
播汉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邹媛 （化名） 在俄罗斯留
学，她已经在当地的一家中文出版社工作了一年半的时
间。她说：“我目前做的是检查校对的工作。我希望尽自
己的一份力量让每一本从这里出版的中文刊物都能更严谨
一些。”平时，邹媛的俄罗斯同事还会让她教中文。“我很
高兴能够利用自己的中文优势传播中国文化，这份经历也
会为我今后的工作提供帮助。”邹媛说。

不同选择 不同道路

每个人的目标不同，所做出的选
择也不同。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的
张欣迪介绍说，作为交换生，自己是
大三来英国的，留英时间有限，还是
想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习中。虽然她
很爱旅行，但也只有在完成学习任务
的前提下才去考虑休闲娱乐。“在浓厚
学术氛围的环境下，我觉得还是应该

先专注于学习，借这个机会锻炼自己
独立自主的能力。虽然这个选择让我
每天都很忙碌，但也因此过得很充
实。”张欣迪如是说。

马克 （化名）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留学，现在正处于紧张的期末考
试复习中。对于诚信，他有着自己的
坚守。马克表示，自己会踏实学习，
不做投机取巧的事情。“在所有学习环
节保持诚信，是对留学生最基本的要
求，我们应该自觉遵守，维护自己的
形象，也维护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形
象。”马克说道。

不忘初心 珍惜时光

出国留学的目的不同也是导致不
同留学生活的原因。在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留学的刘晓晨 （化名） 介绍道：

“身边有些同学，出国留学只是为了镀
金，因此在学习和生活中都很散漫，
缺少积极奋进的劲头。有的留学生将
自己关在屋里，足不出户地玩游戏，
身在澳大利亚，却过回了北京时间。”
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不少学子也会
有所动摇，暂时遗忘了自己的留学初
心。个别学子甚至沉迷在这样的生活
中，荒废了大好时光。

留学初期，很多学子信心满满地制
定了规划，打算度过一段有意义的留学
生活，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来。
张欣迪表示，在国外的学习生活中，实
践性学习任务变得更多，需要对自己的
学习进行长期的管理和规划。初到英国
时，她不能马上适应这样的变化，自我
控制能力稍差，有时也想偷懒。在后来
的生活中，张欣迪发现语言交流的不
足，便与国内的雅思老师保持联系，甚

至还建立了一个口语练习群，每天督促
自己练习听力和语法，督促自己完成目
标，让留学生活更加充实。

合理规划 掌握节奏

学习当然重要，但留学节奏也不必
太紧张，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便
好。刘晓晨说：“因为今后想走科研路
线，所以我在学习过程中经常与教授交
流、与导师做研究课题、参加各种竞赛。
在假期，如果时间允许，我也会参与实
习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他还表示，虽
然学习生活很忙碌，但这就是他心目中
有意义的留学生活。

在探求新知的留学过程中，除了需
要完成繁重的学业外，休闲娱乐也是必
要的调剂。留学生马欣（化名）在美国波
士顿大学攻读旅游专业硕士学位。在完
成学业的同时，她通过游历巩固专业知
识、增长见闻、思考人生。说起自己的留
学生活，她表示，多游览一些人文景观
和自然风光，不仅愉悦身心、陶冶情操，
还教会她从历史的角度去辩证地看待
和分析问题。

留学是年轻人开阔眼界、提升自我的好机会，但由于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的不同，在留学生活中也
常常会遇到一些糟心事。近日，就有学子反映在异国办理证件时遇到了麻烦。在这里，我们大致归纳一
下学子在留学期间会遭遇哪些糟心事，而他们又是怎样应对的。

规则、礼节、习惯不合拍？
看海外学子如何应对

张亚楠

你如何选择自己的留学生活？是参加社团、成为学霸，证明自己？还是散漫拖延、得过且
过？对学子来说，走出“留学”这一步相对容易，而拥有丰富充实的留学生活则不那么容易。
每个学子都应该拷问自己，如何选择更有意义的方式度过留学时光。

你想选择怎样的留学生活？
张馨予

你想选择怎样的留学生活？
张馨予

面对烦恼
练就淡然

齐 心

留学打工
方向越来越多

张 洁

留学随笔

杨佳颖认为，应该乐观面对外在困扰。而
养成乐观的生活态度的秘诀就是及时释压，去
游玩散心。图为杨佳颖在游乐场的留影。

图为王鲁平参加“中俄金融合作论坛”。

张欣迪（右一）
在英国求学期间，
除 了 完 成 学 习 任
务，也会在闲暇时
间四处游历以增长
见识。图为她在土
耳其旅行时与当地
友人的合影。

图为王嘉旸
的插画作品。王
嘉旸表示，能用
自己的爱好赚取
生活费，既丰富
了物质生活，又
能收获满满的成
就感。

打工是很多海外学子的选择。
如今，学子的打工热情越来越高，
兼职选择的方向也越来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