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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识增强
遇事不躲事

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留学安全问
题开始凸显出来，中国留学生遇袭或遇
难的案件也不时见诸报端。

学子初到海外，孤身一人，环境陌
生，受到伤害后易产生“多一事不如

‘躲’一事”的想法，常常放弃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近几年来，中国学生的
独立意识、自信心和安全防范意识有所
增强，开始懂得合理使用有效途径去解
决问题。

“遇到问题可以找学校的留学管理
中心，或者报警；不会忍气吞声的。忍
让的态度只会让我们受到更多的伤害。
我们有权利去维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唐心悦说道。

大致来说，海外留学生主要面临 3
类人身安全风险：一是当地社会治安引
发的风险；二是留学生缺乏安全防范意
识导致的风险；三是由于留学生年龄日
趋低龄化，心理调适能力差导致的自身
安全问题。

专家提醒：学子在外首先要做的还
是多加小心，增强安全意识，加强自我
保护以规避风险；主动了解所在国家的
治安环境和求助方式，防患于未然。在
受到伤害或遭遇不公平待遇后，应该通
过正当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争取
公正合理的处理结果。

熟悉当地环境
慎重挑选居住地

选择住宿地点，是海外学子需要格
外认真对待的一件大事。

在法国西布列塔尼大学就读的姚佳
丽说：“我自己租房子住，公寓位于比
较安静的街区。公寓的保安一直都会值
班，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去保卫部门求
助。在确定住所后，我就把当地警察局
的电话号码记在手机里，以备万一。我
所在的城市不大，治安相对较好。但是
在大城市，就需要多加注意，甚至不能
边走边带着耳机听歌。每次去巴黎，我
都会紧紧护住自己的包。”

留学国家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甚
至同一城市中，相邻两个社区的治安环
境都会迥然不同。对当地环境缺乏了
解，陷入危险的几率就会加大。就读于
韩国檀国大学的李佳妍说：“我觉得还
是住在学校宿舍比较安全。国外大多数
学校的宿舍都配有电子监控系统及专业
的安保人员，这样安全更有保障。”

如果学子自己租房，就一定要首先
考虑环境、治安等因素。除了注意选择
治安环境较好的居民区，学子也可以考
虑合租。姚佳丽建议：“租房应选择相
对安全的街区，提前了解物业和保安的
情况。这样的话，在遇到危险时可以求
助身边的人。”当然，学子还应提前了
解当地的报警电话，甚至要记住社区保
卫部门和警察局的具体方位。

多方寻求帮助
学会迅速、主动发声

海外学子陷入因安全问题导致的困
境时，可向当地警察局报案。专家提到，
如果报警依然不能得到解决，那就要层
层递进，迅速向不同层次部门进行深一
步沟通。此时，海外学子也可向所在国家
的中国使领馆求助——联系电话也应该
提前了解一下。姚佳丽说：“有一次，同学
的包丢了。因为语言不通，报警时说不清

楚。警局就帮我们联系了中国大使馆。大
使馆出面帮我们沟通交流，在警局完成
了立案。结果真的找到了遗失的包和证
件。”

专家建议：学子在外，要加强安全
防范意识。应该尽可能地不让伤害发
生，做好预防工作。教育部留学生服务
中心的网站上有很多求助方式，包括驻
外使领馆的电话、当地一些法律求助信
息的介绍等。学子可以在专业的网站上
查询有效信息。如果人身安全和利益受
到侵害，也可以联系当地华人社团或公
益机构寻求解决途径。要及时去解决问
题，千万不要让问题沉淀。忍气吞声将
助长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形成恶性的循
环，最终可能引发更多、更大的伤害。

遇事避免情绪化
合法合理维权

留学生在国外人生地不熟，遇事容
易慌张。在受到侵袭而求助无果的情况
下，很容易情绪失控，往往不能选择合理
合法的渠道去解决问题。

当意外发生后，情绪激动地指责或
者 发 泄 ， 于 事 无 补 甚 至 会 “ 忙 中 添

乱”。专家说：无论在哪里，当我们遇
到不法侵害时，应向司法工作者、法律
援助服务人员甚至律师团体寻求专业意
见——无论何时，这都应该是学子的首
要选择。该诉诸法律的，一定要走相关
程序。

另外，一些学子还会进入一个误区：
不是用所在国的法律思维、知识来维权，
而是以国内的道德和法律观念去衡量外
国人的行为和遇到的麻烦。这常常导致
自以为很有道理的事情，最后的责任却
落在自己头上。所以，专家的建议是：在
开始学业的第一个月内，不妨先用几次
喝咖啡、晒太阳的时间，通过自学、聊天
的办法，多掌握一些当地相关法律常识；
在遇到麻烦后，补充查询、学习、请教，了
解相关的案例。

并不是所有的报警都能解决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子可能会选择将
事件传至网络，寻求支援。李佳妍说：“受
到侵害后，保持理智很重要，要寻求正常
的解决渠道。如果真的别无他法，可以上
传网络寻求国内外网友的帮助。但网络
传播有利有弊。网络上很多类似的表达
内容都有片面、局部甚至夸大的现象。所
以，要把握好分寸，可能会误导网友的表
达不能盲目上传。”

自由行成首选
灵活、惬意、欢乐多

越来越多的学子表示，自由行是他们首选的旅游
方式。

就读于美国东北大学的刘斯瑞 （化名） 说：“我喜
欢和朋友自由行。因为时间、地点安排灵活，比较方
便。我们可以自由地安排行程。”

“和许多留学生一样，我喜欢一个人或者和几个老
友一起去旅游。在路途中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欣赏
沿途的风光……每一段旅途，都有令我难忘的记忆。”
就读于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张小林 （化名） 说。“我来到
日本已经两年多了。每个假期，我都会出去旅游一
趟。到现在为止，我几乎游遍了日本。还记得刚到日
本的第一个假期，我就和舍友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实现了去北海道的梦想，去了札幌、小樽和富良
野。那次旅行，让我们回味无穷。”

邹茜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她回
忆起自己的旅行时说：“来美国留学之后，我就总想去
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比如远离喧嚣的小镇，去体验和
大城市不一样的风情。上个暑假，我去了常常遭遇漫
天黄沙的美国西部，游览了纪念碑谷、羚羊峡谷和马

蹄湾等地。那里的自然风景和印第安文化都让我感到
震撼。”

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出国读书学习的同
时，多看看外面的世界，感受多元的文化，这同样是
成长的必修课。在旅行中，开阔视野，积累生活经
验，这对学子自身的成长意义重大。

小插曲难避免
不熟悉当地情况是主因

年轻人出游，总会“插曲”连连。
“还记得我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旅游时，因为晚上没

事，就自己出去逛街。在路边，我突然看到几名拿着
枪的男子，当时把我吓坏了，赶紧跑回了宾馆。”邹茜
回忆说。

“在接下来几天的行程中，我都是提心吊胆的。”
后来邹茜才知道，美国法律允许公民或移民签证

及绿卡持有者持有枪支。当时的情景算是虚惊一场。
倘若事先了解一些当地的法律法规，学子在旅游时就
很可能减少许多误会。

对学子来说，游山玩水固然可以开阔视野，但在
旅途中也难免遇到语言不通、旅游攻略不合理、安全
意识薄弱等问题，使自己陷入窘境。不熟悉旅行地的
人文和自然环境，很容易让学子面临意料不到的状
况。“日内瓦在许多周末都会有活动，所以周末公共交
通会停运半天。可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
儿，当时天气又特别差，结果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当天
的行程，特别遗憾。”就读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陈力

（化名） 在回忆起自己的一次旅行时这样说。
怎么才能将意外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那就事先

多做点功课呗。

提高旅行质量
提前做好哪些功课？

秘笈一：不要怕麻烦，列出携带物品清单。年轻
人总有说走就走的冲动。但是到陌生的地方旅游，最
好在出发前写好携带物品清单，按照清单一步步落
实，避免临行前慌张。“我原以为国外的酒店和中国的
酒店一样，免费给顾客提供一次性牙具、拖鞋、沐浴

露等用品。因此去美国旅游时，我就没有带这些东
西。入住酒店后傻眼了。结果只能在酒店高价购买全
套洗漱用具。”曾在巴黎商学院做商科专业交换生的程
思凝说。

秘笈二：提前查询目的地交通状况，做好应急准
备。公共交通绝对是学子的首选，但需要考虑的因素
也要比“私享”多一些。“比如在欧洲，坐火车旅行就
要慎重。高铁一般很准时，但城际火车和市郊小火车
经常晚点，有时甚至会临时取消部分班次。因此在制
定旅行计划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程思凝举例
说。“另外，要了解一下旅游目的地的近期状况，比如
有没有罢工、会不会有活动导致公交停运，等等。如
果有，就要提前做好预备方案。”程思凝建议。

秘笈三：尊重旅游地的风俗和规矩。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也有不同的法律规定。这些规定
有些非常详细具体，有些甚至让人感到“奇葩”。这就
要求学子能做到入乡随俗。比如，在意大利，法律明
文规定不允许喂鸽子；在西班牙，古罗马台阶和许愿
池等地不准吃东西，否则会被罚款 50欧元；在美国旅
行时，经常要付小费。这种小费文化有时会令许多中
国人不习惯。邹茜的做法是：“我们在自由行旅游时，
需要经常坐车或者找司机，我们一般会给司机8美元的
小费。在餐厅吃饭时，付完帐后一般会在桌子上留一
些小费给服务员。有的餐厅小费会直接包含在餐费里
面。场所不同，所给的小费也略有差别，但无论多
少，给小费都是一种尊重对方劳动成果的表现。”

秘笈四：学习一些当地常用词语。在旅途中，学
子可能会遇到语言不通的情况。“每次入住酒店时，我
总会先去前台拿一张名片，名片上有酒店的地址、电
话。这样外出打车时，即使不会说当地语言，也可以
把名片给出租车司机看。我身边有的朋友就因为语言
不通，旅游时常常找不到目的地。别看拿张酒店卡片
这事挺小，但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我们的出行顺利。
除此之外，也要善用电子词典等应用工具，手机查询
功能也能够给大家提供很大帮助。”程思凝说。“有些
最新情况只有当地人才知道。所以如果会一点当地语
言，到了旅行目的地之后可以跟当地人多交流。这样
不仅会发现一些自己查不到的信息，而且说不定还能
交到朋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者对于开阔眼界，增
长知识和能力同样重要。读万卷书的学子有许多，行
万里路的学子也会越来越多。

这是我继 2016 年 6 月去俄罗斯索契参加歌唱比赛后，
又一次出国游学。这让我不仅学到了知识，还开阔了眼
界；更重要的是收获了难得的友谊。

在游学活动中，我们参观了多所学校。其中我最喜欢
普林斯顿大学。它的校园建筑十分古老，看上去像一座座
古堡。四周树木环绕，草地上有许多活泼可爱的小松鼠，
它们一点也不怕陌生人。

让我印象最深的城市是洛杉矶和华盛顿。我十分喜欢
洛杉矶的环球影城，里面有许多游乐设施。我最喜欢哈利
波特的专区，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模拟站台和列车，四周
是大大小小的巫师商店：有卖魔杖的、有卖斗篷的、有卖
巧克力蛙的、有卖黄油啤酒和图书的。身穿斗篷，手拿魔
杖的“巫师”表演魔法。边走边看，就能见到一座宏伟壮
观的复古城堡。城堡上有两条威严的龙，仿佛只要有坏人
就会立刻喷火将他们赶走。而城堡的前方正是哈利波特和
罗恩在二年级时，因失控撞到打人柳而被损坏的韦斯莱先
生改造的麻瓜老式轿车。它和书里描述的一样，看起来破
旧不堪。

接着，我们乘飞机来到圣地亚哥，住进了寄宿家庭，
和美国同学一起学习。我的寄宿家庭一共有4口人，分别是
罗伯特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他们待人友善。罗伯特太
太和我们共处的第一天就带我们去参加派对。当她得知我
会弹钢琴时，还邀请我进行演奏。我弹了 《快乐的农夫》
和《小奏鸣曲》，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为了照顾我们的饮
食差异，罗伯特太太还专门领我们去附近的华人超市里挑
自己喜欢的食物。万圣节时，罗伯特太太借给我巫师斗
篷，并为我们准备丰盛的午餐，还趁别人不注意塞给我巧
克力。她的友善使我感受到了妈妈般的温暖。

我们在当地一共有3所友好学校，分别是河景小学、湖
滨小学和雷蒙克莱斯小学。我被分到了河景小学的五年级
班，我的“影子”同学是王翰。在我没有认识其他朋友
时，他会帮助我，教我如何使用软件。这个学校很特别
——半天上中文课，半天上英文课。在科学课上，我们学
习了星座和日出日落知识。老师经常利用英文版的视频辅
助教学，并用游戏化学习平台的形式来测验我们的学习程
度。我们在上中文课时会帮助美国同学，有时也会帮老师
批改作业。当然，我们还会向美国同学介绍一些关于中国
的知识，如：用 9张 A4纸拼出一幅海报，介绍中秋节；用
幻灯片和小故事来介绍北京的风土人情等。

我们每周都有体育课、西班牙语课和讲故事课。另
外，每周都有一次活动 （在礼堂跳舞、画画、玩游戏）。思
妮是我最好的朋友，每当英语课上遇到不懂的地方时，她
就会主动帮助我。记得有一次英语课老师让我们写句子，
其中需要用到电脑中的一个软件，但是我没有，于是她就
把电脑借给了我。就这样，通过多姿多彩的课堂学习，我
不但学到了知识，还认识了很多同学。我们一起玩耍，一
起吃饭，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学子维权意识逐渐增强

读了万卷读了万卷书书，，也行万里路了吗也行万里路了吗？？

学子学子““自由行自由行””的的秘笈秘笈
吴天琪吴天琪

2017 年 9 月 17 日下午，我们北京
芳草地远洋小学的 48 名师生，从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飞往美国首都华盛顿，
开始了为期48天的游学活动。

难忘的游学经历
李鑫莹（小学五年级）

懦弱换不来尊重懦弱换不来尊重。。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日常遇到的各种我们日常遇到的各种““插插

曲曲”，”，都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解决都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解决。。学子独自在学子独自在
外外，，不仅有机会集中精力不仅有机会集中精力““读万卷书读万卷书”，”，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去去““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要小看留学时一次次的不要小看留学时一次次的““旅旅
游游”，”，面对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你的某些言你的某些言
行容易引起误会行容易引起误会；；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却
要面对不期而遇的歧视……应该怎么办要面对不期而遇的歧视……应该怎么办？？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年轻一代的海外学年轻一代的海外学
子子，，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都明显加强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都明显加强；；但但，，维权维权
的勇气和方法的勇气和方法，，却仍是弱项却仍是弱项。。此时此时，，如果社会经如果社会经
验欠缺验欠缺，，遇事没有主见遇事没有主见，，甚至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措，，就极易就极易
产生负面情绪和冲动产生负面情绪和冲动，，从而引发更多的伤害从而引发更多的伤害。。

没有人能拍着胸脯没有人能拍着胸脯，，许愿公正随处存在许愿公正随处存在；；只只
能说给年轻学子的是能说给年轻学子的是：：守法和在法律的基础上去守法和在法律的基础上去
求得公正求得公正，，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

我们冀望于学子能够具备身处困境时的勇气我们冀望于学子能够具备身处困境时的勇气
—这包含了不—这包含了不““躲躲”、”、主动和对于在法律的框架下去主动和对于在法律的框架下去
寻求公正的执著寻求公正的执著。。这些品格这些品格，，最终会成为我们人格最终会成为我们人格
的一部分的一部分，，又与未来的人生一脉相承—无论做海归又与未来的人生一脉相承—无论做海归
还是闯荡世界还是闯荡世界，，都会从中受益都会从中受益。。

“行万里路”的品格
齐 心

从忍气吞声、息
事宁人，到争取
获得公正合理的
处理结果

专家提醒：学会
规避风险，要通
过正当渠道维权

李佳妍就读于韩国檀国
大学。她认为留学生在外遭
到不公正待遇应慎重利用网
络，网络传播具有片面性。
图为李佳妍在首尔市永登浦
区汝矣岛赏花。

图 为 圣 地 亚
哥河景小学校长
布里安·瑟曼博士
邀请五年级学生
代表王翰同学与
本文作者结为好
朋友。 陈京 摄

程思凝在巴黎交换期间，走过
了许多城市，感受异域文化。图为
程思凝在布拉格的城堡山。

左 婷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