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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留学持续升温，
各方怎么看？

左 婷

19861986 年年 77 月月 11 日起实施的日起实施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义 务 教 育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义 务 教 育
法法》》规定规定，，中国实行九年义务中国实行九年义务
教育制度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义务教育是国家统
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少年
必须接受的教育必须接受的教育。。

近年来近年来，，一些家长在孩子一些家长在孩子
义务教育期间送其到国外完成义务教育期间送其到国外完成
小学或初中学业小学或初中学业，，使得留学出使得留学出
现了低龄化现了低龄化、、甚至超低龄化现甚至超低龄化现
象象。。

20102010年以前年以前，，低龄留学群低龄留学群
体的概念是指年龄体的概念是指年龄 1313--1919 岁的岁的
青少年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青少年在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
后被家长安排到国外读高中或后被家长安排到国外读高中或
大学本科大学本科。。但目前低龄留学群但目前低龄留学群

体的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体的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留留
学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学年龄越来越低龄化，，一些初一些初
中尚未毕业中尚未毕业，，甚至小学尚未毕甚至小学尚未毕
业的学生被父母送到国外读中业的学生被父母送到国外读中
学学、、小学小学。。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助理
副总裁副总裁、、新东方前途出国执行新东方前途出国执行
总裁孙涛将总裁孙涛将《《20172017年中国留学年中国留学
白皮书白皮书》》与与《《20162016年中国留学年中国留学
白皮书白皮书》》的部分数据进行了对的部分数据进行了对
比比，，揭示了中国留学状况的一揭示了中国留学状况的一
些趋势些趋势。。20162016年中小学留学人年中小学留学人
群 占 比群 占 比 2525%% ，， 20172017 年 上 升 到年 上 升 到
3030%%，，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55 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本科及以上的留学本科及以上的留学
人群则从人群则从7575%%下降到了下降到了7070%%。。

不想让自己留遗憾

陈剑莹小时候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
毕业时，她拍摄了属于自己的第一部短片，从此一发
不可收。

在选择国外大学及专业时，陈剑莹遵从父母和老
师的建议，申请了美国名校的金融专业。但她的心中
仍有做电影的梦想，在学习之余，仍然坚持拍短片。她
用自己拍摄的第三部短片申请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
结果出乎意料，众多名校向她伸来橄榄枝，其中包括
自己喜欢的电影学院，以及老师和家长最看好的芝加
哥大学经济系。

此时，如何做出选择让陈剑莹格外纠结：“这是两
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边是未来可期的美好生活；我
只要继续学习，大好的前程好像触手可及；而另一边
是未知的前路；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不知道自己是否
有才华和能力把这个爱好变成事业。”

权衡之后，陈剑莹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也就在那
时，她才意识到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她说：“我
从小就热爱着电影。现在终于有一个能把梦想转变为
事业的机会，我却放弃了。那时候我清醒地意识到，即
便不知道前路如何，我也绝不能允许自己心中有遗憾
和后悔。”想明白了这一切，她连夜给芝加哥大学发
了一封解释的邮件，然后在纽约大学的录取页面上

点击了“确认”。
回想起自己当时的选择，陈剑莹感到十分庆幸：

“直到现在，我从没有为当初的选择而后悔，就算在片
场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很多同学会对自己的未来感
到迷茫，我庆幸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清醒地审视，明
确并坚定了自己的目标。”

“学电影就是剥一层皮”

追逐梦想是个艰苦的过程，独自一人在外求学，
陈剑莹面对的困难不言而喻。但因为热爱，她坚持了
下来。

“学电影就是剥一层皮。”陈剑莹说。
“由于拍片任务很重，所以我们电影系学生几乎

很少有休息时间。一部片子的完成分前、中、后期进
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跟老师、同学不停地交流，
打磨剧本，还要利用周末泡在试镜房间里选角。这是
一个需要大量调研、实地考察以及谈判博弈的过程，
通常会占用非常多的时间，循环往复。这些繁琐的问
题都需要导演用强大的内心去逐个解决。”

在学习过程中，陈剑莹也不断面临着挑战。“大一
的暑假，我到纽约大学巴黎校区上了一个法语暑期课
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自己担任编剧，找巴黎当地
的制作团队、设备公司以及本土演员，最终完成了一
部短片的拍摄。在异国他乡独立制片拍摄的体验经

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从那以后，到世界任何地方拍
戏我都觉得有底气了。”

在孤独中飞速成长

只身来到纽约，孤独是陈剑莹必须要面对的事
情。孤独给她带来过痛苦，但也使她变得更加成熟。

“学电影的学生空余时间非常少，所以交朋友的
机会并不多，常常是自己一个人。我经常一个人吃饭，
边吃边写剧本或者完成其他拍摄筹备任务。每一个课
间，我都在跟剧组的工作人员聊拍摄计划。这种时光
常常是孤独的，只能一个人去承担，但慢慢就习惯了。
每当拍出好的作品，都让我感觉自己经历的这一切都
是值得的。”

学会了在困难和孤独中汲取力量，陈剑莹也快速
地成长起来。她大一拍摄的实验短片《流之》，入围了
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实验单元；在巴黎拍摄的短片《在
亲吻中启程》有了20万的点击量；短片《水下美人鱼》，
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以及母校纽约大学的学院奖中获
得了奖项。

谈及留学带给自己的收获，陈剑莹说：“我变得成
熟、坚强。到了纽约后，一个人在摔摔打打中懂得了很
多。这种独立和坚持自我的性格就是在留学的过程中
形成的。它让我能够保持坚定的目标，不断努力，去
解决问题和承担责任。”

孩子应该在大学毕业前甚至没有读完高中就出国
吗？5月22日，两家中外调研机构发布了一份《2018
中国留学白皮书》。这份报告显示，更多中国家长接
受这个观点：高中及以下阶段的子女，可以出国留
学。

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被调查的中国家长对于小
学阶段留学的意向达 27%，中学阶段为 29%，高中阶
段为24%。与此同时，低龄留学的目的也更加多元。

未成年阶段学子，其自我保护能力和心理调适能
力较弱，这也是最让家长伤脑筋的问题。

学英语仍是主要目的

留学低龄化现象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低龄留学是指高中及高中以下的学生到国外读书。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低龄留学成为一些家长的选
择。在这些家长看来，留学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

“成才”。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能够让孩子提早掌握
国际通行的交往能力，提早“看看世界”。李女士在英国
陪孩子读初中，她说：“现在很多国内家长会让孩子上国
际班，非常注重外语口语能力的培养。孩子小，语言接
受能力强。到国外读书处于全英文的环境中，有利于其
学习语言。让孩子尽早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也提早为
申请英国的大学做准备。”

调查显示，美国是我国低龄留学家庭最青睐的留学
目的国，中国学生也成为美国中学国际学生中的第一大
群体。2016年，美国本科申请系统 （CAAS） 上线，对美
国低龄留学市场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份北京新东方前途
出国联合市场调研公司与一家英国调研机构推出的白皮
书分析认为，CAAS使得计划申请本科的中国学生从以前
的高三逐步提前到初三年级。由于初三或高三申请私立
学校竞争激烈，部分学生就更改计划，决定延后至高一
或高二赴美留学。

还有一部分学生选择申请美国公立学校的 12 年级
（相当于国内高三） 就读一年，获得美国高中文凭，以图
申请美国大学时增加一些优势。

与此同时，近两年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私立中学的现
象也在增多。范先生的儿子在美国读高二，谈到孩子低
龄留学的原因，他说：“低龄留学可以丰富孩子的人生经
历，开拓其视野。留学经历能够帮助孩子日后申请到国
外大学和感受不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孩子在国外
的教育和就业压力。”

利弊需具体分析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在教育方面舍得投入。那
么，低龄留学到底好不好呢？

张先生的儿子在美国读高中，他说：“孩子独自出
国学习，可以锻炼他的独立性，让他独自面对一些社会
问题，并学会妥善处理。我能感觉到他出国后在迅速成

长，遇事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像在国内时那样有依赖
感。这样的经历有利于孩子更好地适应社会。”

小学至高中阶段的学生恰逢青春期，而青春期被心
理学家称为人生的“第二个塑形期”。这是最适合学习
知识的时期，也是“自我”萌芽、寻求自我价值，追求
独立，对外发展社会关系的重要时期。去留学的不是家
长，而是孩子。他们的想法，不尽相同。

王萌 （化名） 初一独自到加拿大读书。她说：“刚
到国外的时候，我遇到困难不知道该跟谁说，跟父母说
了也不会有任何的帮助。我很难过，有一种被世界抛弃
的感觉。”低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就要远离父母到陌
生的环境生活。面对不同的教育体系，往往学习压力很
大。这个时候，父母或老师不在身边，很容易产生“被
抛弃”的感觉。一些孩子在寄宿家庭中也会面临交流上

的问题、文化上的冲突，这些都会在孩子的成长中留下
些许阴影。

专家建议，如果决定让低龄学生住在寄宿家庭，那
么，在孩子出国前家长就要培养他 （她） 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的意识和能力。

这个建议说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并不容易。许多
中国家长往往对孩子的学业关注较多，对其性格、习惯
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关注不够。专家建议：对于从
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孩子，家长可以先送他到亲戚、朋友
家，或者到某个学校住宿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孩子的反
应和表现，也实际锻炼一下孩子的独立能力。如果孩子
年龄过小，最好要有老师或者家长跟随陪读。

总之，让低龄孩子出国读书，有利有弊。还是要看
孩子、海外学校、寄宿家庭等各方面的具体情况。

只准备好钱是不够的

“他跟我说自己是英语最差的，无法跟人交流，我可
以想象孩子在学校时的孤独无助。”身为家长的李女士，
这样描述听到孩子诉说时的感受。

低龄留学生身心尚未成熟，家长也会面临更多的考
验。出国留学首先要过语言关，而国内学生普遍存在口
语交流较弱的问题。李女士说：“出国前，我们没有对孩
子进行口语训练。因为我担心补习不当，形成错误的发
音，到了国外还得花精力纠正。结果孩子留学之初非常
煎熬，基本处于什么都听不懂的状况。所以，家长还是
要让低龄孩子接受完整的语言学习，提前对接课程，以
使其尽早融入国外的学习环境。”

对于低龄学生来说，出国留学对人际交往能力的考
验很大。出国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人际关系需要重新建
立并适应。徐熙文在高二的假期到韩国学习语言，为申
请韩国大学做准备。“我刚到韩国的时候，因为不会讲韩
语而不敢张口讲话，当时一个人都不认识，感觉很孤
独。后来在语言班学习，掌握基本的韩语表达后，我开
始尝试与同学打招呼，他们搞活动也会邀请我参加。我
们还建立了学习小组，同学们推选我当组长。我的体会
是，作为中学生，独自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需要积极地
和同学交流，尊重当地的习惯。只有尽快适应新环境，
才能克服孤独感。”

徐熙文的妈妈说：“孩子太小就离开父母，容易造成
亲情的缺失，这是以后无法弥补的。再加上没有朋友，
又难以融入国外的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孤独感，孩子会
很痛苦。我女儿是高中出国学习的，为申请当地的大学
做准备。这个阶段她有了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具备
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是初中或者小学让她独自出国，
我是不放心的。”

专家建议，低龄学生在出国前，一定要提早做好准
备，比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减少对家长的依赖等。另
外就是一定要打好语言基础。家长不妨让孩子参加一些
赴海外的夏令营或培训班，提前前往就读的学校熟悉情
况。

报告显示，人身安全也是低龄留学生家长的主要顾
虑。

低龄学子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安全教育也是
留学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内容。范先生说：“我认为孩
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所有留学生家长的共同想
法。所以留学地点要选择犯罪率低的城市，在公共场合
要遵守规则，听从指挥。我叮嘱孩子不要去不安全的地
方，不随意改变每天的生活和学习规律。如果有变化，
必须征得监护家庭的同意。多参加团体活动，尽量不参
加两个人的活动，不尝试接触毒品。我个人是不支持小
学生出国留学的，除非有关系较近的亲戚和朋友监护。”

此外，低龄学子如何选择住宿也是家长纠结的一个
问题。鉴于低龄学子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学校公寓和寄
宿家庭是比较安全稳妥的住宿方式。范先生说：“我为孩
子选择了寄宿家庭，因为寄宿家庭可以帮忙照看孩子，
保护孩子的安全。很多住宿家庭的主人会带留学生参加
各种活动，参观各种展览，这对孩子了解当地社会文化
以及感受当地人的家庭生活都有很大好处。但寄宿家庭
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对寄宿学生的照顾程度也不一
样，所以在选择时要多沟通了解，谨慎一些。”

低龄留学到底有多低龄留学到底有多““低低”？”？

坚定梦想
踏实前行

张子宁

那些小留学生拍出的照片总是很活泼可
爱，甚至略显“搞怪”。

徐熙文在高二的假期到韩国学习语言，
为申请韩国的大学做准备。刚到韩国时她很
迷茫，因语言不通而无法与同学正常交流。
在掌握基本的语言后，她逐渐适应了留学生
活。图为徐熙文和韩国同学外出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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