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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关爱点点滴滴

学子留学海外，虽然与父母
相隔甚远，但当他们遇到难题
时，仍会向父母求助。“当我遇到
困难时，父母为我提供了很多帮
助，比起其他人，父母对我生活
和学习上的帮助是更加直接、有
效的。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正在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的
张黎说。

“儿行千里母担忧。”空间上
的距离会让父母对在外求学的孩
子格外挂念，担心孩子在外吃不
好、穿不暖，想要尽他们最大的
努力去帮助孩子。正在英国留学
的夏阳 （化名） 刚出国时，因为
饮食不习惯，身体状况很不好。
他的妈妈知道后，录了很多制作
菜肴的视频发他，每一个步骤都
讲解得非常详细。看到妈妈发来
的视频，夏阳非常感动：“妈妈很
细心，很多细节她都能想到。到
英国留学后，我才发现妈妈的付
出是我一生都难以报答的。”

在澳大利亚留学的陈悦 （化
名） 有一次在国外生病做手术，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并未第一
时间告知父母。但做手术前需要
跟家人报备，就在陈悦电话通知
父母时，手术已经进入麻醉阶
段，远在国内的父母十分担心，母亲甚至希望到澳大利亚
来照顾她。

“我的初衷是不想让父母担心，所以才报喜不报忧。”
陈悦的想法也是不少海外学子的共识。

父母和学子之间也会有矛盾。“我父亲其实并不希望我
去日本留学，但在离家之前，还是给了我80万日元的生活
费。我真的很感激父母。”正在日本留学的甘粒 （化名）
说，“对于父亲的坚持，我耐心地和他分析留学的利弊得
失，最后他也能理解我了。”

陈悦也有类似的经历。“有时候父母对我好的方式确实
难以接受，一般我会尽量避免与父母发生冲突。即使有冲
突，我也会以一种柔和的方式来处理，跟他们说清楚我的
想法，这样一般不会造成更大的矛盾。”陈悦说。

沟通让彼此更亲近

正在留学的学子中，不少都是独生子女，他们面临就
业选择时，会更多地考虑父母。受访的大部分学子在谈到
自己未来的规划时，都表示会考虑父母的因素。就读于英
国诺丁汉大学的景佳韵表示，不能想象日渐苍老的父母还
要忍受与孩子分离的痛苦，所以一毕业就会回国发展。“我
妈妈做饭很好吃，舍不得妈妈的味道，想要早点回到父母
身边。” 景佳韵说。

“我打算毕业后留在英国，虽然父母更希望我回国发
展，但他们同时表示会尊重我的选择。其实我明白，这种
退让对他们来说是多么不容易。我会更加努力，让他们过
上更好的生活。”夏阳说，虽然父母在很多时候都会尊重孩
子的决定，但在他们心里，总希望孩子能离自己近一些。
父母把深沉的爱转化为退让，给了孩子追逐梦想的机会。

“我妈妈就像我的闺蜜一样，我们无话不谈，她在很多
时候都是我的精神支柱。”陈悦说，“我很感激父母，也希
望他们能够以我为骄傲。”

主动走出“原生家庭”模式

“原生家庭”这个词可谓是近两年来的“高频
词”，它指的是个体最初所在的社会单位，通常是
亲生或养父母家庭。涉及到“原生家庭”的话
题，子女们都有很多话说。王猛 （化名） 在万字
长文中陈述自己多年来受到的压抑，也从一个侧
面揭示了“原生家庭”内缺少沟通的现实。

有评论认为，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原生
家庭的影响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原生家庭
对个体人格的影响并不是全局性和决定性的，个
体的人格特质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学校、朋友等
其它因素的影响。

在采访中，不少留学生对笔者表示，出国留
学，在人地两生的环境中成长，个人的生活习

惯、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和父母产生距离感
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适当的距离感有助于缓解
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

张熏 （化名） 一直饱受“原生家庭”的困
扰，到英国留学后，她和父母的观念都发生了变
化。“以前无论我做什么事我妈都管着我，因为怕
我在成长的路上摔倒，所以很多事情都由她包
办，这导致我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和同
龄人差一大截。后来我选择出国留学，希望妈妈
放手让我自己走。为此我也和母亲长谈过多次。
我告诉母亲，摔倒也是成长过程中的内容之一，
她应该拥有自己的生活而不要总围绕着我转。我
出国以后，和妈妈的关系缓和了很多，通常每周
通一次话，这样既给彼此留了空间，也可以了解
彼此的近况。我很开心有这种距离感，每次听到
我妈去哪里旅游，我都觉得她能为自己活是一件
很棒的事。”

对留学生来说，对自己觉得不能接受的“原
生家庭”一味地谴责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需要
主动走出“原生家庭”的模式。在异国他乡独自
闯荡的涂涂对此深有感触，“人无法选择出生在什
么家庭，但环境确实会对人产生影响。随着年龄
的增长，我越来越懂得如何去辩证地看待遇到的
问题。” 在采访中，多数留学生表示，能够决定
自己人生未来走向的不是父母而是自己，遇到问
题积极应对才是解决之道。

换位思考体会父母不易

留学生和“原生家庭”发生冲突的故事，并

非个例，但板子全打在父母身上并不公平。
近日，一款名为 《旅行青蛙》 的游戏刷爆朋友
圈，玩家们一夜之间变成了父母，游戏中“高
冷”的小青蛙则成了他们时刻挂念的孩子。其
实，《旅行青蛙》中处处折射着留学生与父母的日
常关系，当“蛙儿子”宅在家里的时候，父母就
会催促它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就像留学生的父
母一样，希望子女能够走出国门，体验不同的生
活环境，接受不一样的教育，为此不惜花费重金
供他们出国留学。当留学生的视角由子女转换成
父母时，便体会到父母对儿行千里的担忧与期盼
子女归家的煎熬。

“这个游戏真的让我体会了父母的感受，原来
父母在家是这样等我们的。以前总是嫌父母唠唠叨
叨，其实都是在担心我们。”在英国留学的颖颖（化
名）感慨道，她每个星期都会和父母视频聊天，“其
实父母需要的不是你的成绩多么优秀，只要你人身
安全、过得快乐，他们就没有别的奢求了。”

“以前我总认为家是一种束缚，后来到国外读
书，再也听不到妈妈的唠叨。看着千里之外的妈
妈发来的照片时发觉，心中唯一牵挂的就是家。”
在英国留学的陈晶 （化名） 即将踏上归家之路，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和在国内的父母分享自己的生活，隔三差五
聊一聊最近的所见所闻，让父母放心，并不难做
到——这是海外学子的共识。

狗年春节正拉开序幕，让我们整理好自己的
情绪，在新的一年回到最初的港湾。那里有渴望
的眼神，那里有永久的期盼——这是海外学子的
心声。

谈及出国留学，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梅睿思
说：“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们，但又希望我有一定生
存能力。出国后，我们聊天的时间反而比在国内多。”

在美国阿拉巴马伯明翰大学留学的王静思谈及
出国前和父母的关系时说：“和父母的关系一般，
不吵不闹，互相尊重。”出国后基本上每周都会和
父母通过微信联系一次。至于出国留学对自己和父
母关系的影响，王静思说：“更能体会父母的不
易，一个人在外会更想念父母。出国留学对于拉近

和父母的心理距离有一定作用。”
在西班牙留学的李锦说：“之前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和父母联系，现在我有意无意地一周联系他们5
次，次数多了父母都不爱搭理我了。我觉得每天都有好
多事和父母说，每天恨不得要聊上两句。”在李锦看来，
出国留学让她与父母产生了距离感：她不知道父母的
生活细节，父母也不知道她的学习状态。“距离产生美，
倒让我们更想了解彼此了。”李锦说。

在笔者采访中，有些学子表示与父母沟通不畅

或者沟通效率不高，希望和父母可以像朋友一样。
“我觉得在和谐的家庭里，父母和孩子始终是朋友
关系。”王静思说，家庭里的压迫感，会让孩子产
生叛逆心。因此父母和子女之间要相互尊重，倾听
彼此的意见，不能以暴制暴。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观念
差异越来越大，有时会因为缺乏沟通或者沟通方式
不当，导致矛盾发生。面对矛盾，父母和子女都应
学会理性沟通，这样才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放弃保研 跨科出国留学

“我从很小就有出国的想法，最开始只是
很单纯地想去美国看 NBA。”李韬之笑着
说。从高中起，出国留学便在李韬之心中

“埋下了一颗种子”。
虽然留学的愿望没有在高考后实现，但

李韬之对篮球的热爱却一直延续。高考后，
他报考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
继续自己的“体育梦”。大四那年，他获得了
学院的推免资格，得到了去清华、北大等高
校继续从事科研的机会。然而，李韬之却选
择了放弃，决定申请出国。

“我在读书时发现，体育行业发展到一定

程度之前，体育科研不那么受重视。”李韬之
认为，体育行业首先要解决商业问题，完成市
场造血。于是他决定，去国外学习体育管理。

美国读书 感受体育震撼

2010年，李韬之顺利申请到美国密歇根
大学安娜堡分校的体育管理专业，如愿来到
美国。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体育
带给我的震撼。”李韬之说，“在学校的比赛
日，所有人都穿同样颜色的衣服，所有人都
在关注这场比赛。场馆中聚集十几万人，世
界各地的校友都飞回来看橄榄球比赛。”

作为一个体育迷，李韬之深感中国体育
文化的差距。

“在美国，体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
分，有聚集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文
化宣传的平台。”李韬之说，当他在球场中听

到全场高呼“USA”的时候，他切身感受到
美国人从体育中生发出来的民族荣誉感。

他意识到，体育对于国家文化传播来说
非常重要，“作为一名留学生，要有改变世界
的梦想，责任感、使命感更强。”李韬之说，
留学生应该把海外的“好标准”带回来，推
动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怀揣着这样的理想，毕业后的李韬之放
弃了在NBA球队的工作机会，回国从事体育
产业。

归国创业 拓荒体育留学

回国后，李韬之最初就职于盈方中国。
在这里，他有机会站在一个较高的平台，对
体育产业进行全局的认识。几年后，带着开
拓精神的他决定自己创业。

2015年，李韬之创立了属于自己的体育
公司——微动体育，提供体育留学领域的整

体解决方案。“我们想成为体育留学的拓荒
者；想要让更多的小伙伴在国外学习之后回
到中国，成为中国体育各个领域的拓荒者。”
李韬之说。

李韬之说，目前中国体育行业正处在高
速发展阶段，体育产业的“披萨”尚未做
大。留学生在国外接受完善的体育体系教育
后，回国后有机会更快地进入核心圈，“吃到
披萨中间最美味的部分”。他认为，现在正是

“体育海归”的黄金时代。“我们想让更多年
轻人进入中国体育的核心圈。”

此外，李韬之和他的团队也致力于推动
运动员留学。“我们希望帮助运动员两条腿走
路。一条腿是帮助运动员通过国外大学体育
协会的完善体系以及学校提供的优质训练和
比赛基础条件，获得更好的职业体育发展机
会；另一条腿是学一个文化课专业，退役以
后有一定谋生的技能。”在中国，运动员退役
后如何就业成为社会显性问题，这样的解决

方案很“接地气”。
通过两年多的努力，目前李韬之的公司

已经度过了初创摸索的阵痛期，进入快速发
展的成长阶段。“去年的今天是我结婚的日
子，就在结婚前一天晚上，我还在忙着给学
生做留学申请。”李韬之笑着说。

创业不易，但李韬之对未来充满希望。
“一切苦难都是发展的助推器，一切困难都是
实现目标的垫脚石。”对他而言，体育与工作
早已融入日常生活。

采访结束，李韬之又匆匆地赶往下一个
会场，继续他的创业故事。

日前，“北大毕业留
美学子万字长文数落
父 母 ” 引 发 民 众 热
议，也引发了留学圈
的讨论。有留学生认
为，写该文的作者王
猛 （化名） 不懂得孝
敬父母，性格偏激；
也有留学生反驳，父
母错误的教育方式毁
了孩子。对海外学子
来说，该如何正确处
理与父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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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会让我和父母渐行渐远吗
宋晨辉

李韬之：“体育海归”迎来黄金时代
焦子越

李韬之，中国300万“海归”之一。像他一样有体
育相关留学背景的归国学子，又被人们称为“体育海
归”。2015年，留美回国两年后，李韬之与大学同学合
伙开办了一家体育留学机构——微动体育。他说，这
是一个属于“体育海归”的黄金时代。

留学海外， 留学
生和父母的关系是更为
紧密，还是渐行渐远？
听听学子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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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学子：

谈谈我们的“原生家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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