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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友好
各地友人多善意

“当地的外国朋友对待留学生十分友善，非
常乐于助人。当我有困难时，只要向身边的外
国朋友提出，他们就会热情地帮助我。”

李久祺在高二时踏上了异国求学之路。如
今他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上大三。回忆
起刚到澳大利亚时的情形，他说：“刚开始，我
的英语水平不高，交流存在困难。那时的我总
是待在教室里，下了课也是在教室里玩手机，
不是很爱说话。后来有个当地学生耐心地陪我
聊天，教我英语，还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我
才慢慢地走出孤独。”

刘悦汐在日本长崎大学的一年交流期将
满，不久就要回国了。她介绍说，为了便于留
学生了解日本文化，长崎大学给每个留学生配
了一个助教学生。“我的助教学生是个日本女
孩。 语言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问她地道的
日语怎么说、语法怎么解释等，她都会特别详

细地回答我。她还主动约我吃饭、看电影。我
真的超喜欢她。”

刘悦汐还讲起了她在日本的打工经历。那
是她第一次打工，在什么都不会、沟通也存在
困难的情况下，老板从未指责她，“有什么做得
不好的地方，他们会很温和地和我说。”距离回
国的日子越来越近，她即将离开自己的打工岗
位，提出辞职后，老板还给她开了欢送会。

多数学子表示，他们留学时遇到的外国朋
友都充满善意，很愿意帮助留学生。但也有学
子指出，这些善意是出于礼貌，在友好的外表
下，却有着或多或少的疏离。

礼貌、客气
文化差异难融入

“当地的学生很有礼貌、很热情，但是我们
很难成为朋友。”

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的本科生小蒋说，他
几乎没有什么亲密的美国朋友。虽然他并没有
见过歧视、欺负留学生的现象，但留学生要想
融入本地学生社交圈很难。“如果你请求他们帮
忙，他们都很热情；但是要真正成为朋友，一
起出去玩、开派对，则是很难的。”

李久祺也表示，“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长
了，我感觉当地学生对留学生的帮助，仅仅是
他们待人接物的礼貌使然。”

但善意和礼貌之下，似有一堵疏离的墙。
文化背景存在的差异也使留学生和当地学生很
难玩到一起。小蒋表示，美国学生和他的生活
习惯差异很大，“他们热衷于各种派对，我却对
这些不太感兴趣。”

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其实，“抱团取暖”的现象并非只存在于中国留
学生中。“韩国的留学生一起玩，日本的留学生
一起玩，中国的留学生一起玩，总之都很少能
融入美国学生群体。”小蒋说。

刘悦汐在留学期间感受到了当地学生的排
外情绪。但是日常交往中，他们仍会表现出基
本的礼貌，不会直接表达不满。“当你参加一个
全是当地人的社团的时候，大家的表情都很友
善，但是基本上没有人主动和你说话。到后来
你会发现，你和当地人的关系只停留在表面的
和平共处，你没有办法和他们进行深入的交
流，也不可能建立起类似国内哥们、闺蜜那样
的亲密关系。”

语言、住宿
多种因素起作用

《2018中国留学白皮书》提到，留学生反馈
的留学期间的主要问题来自语言能力、文化差
异以及饮食习惯等方面。

李久祺认为，语言障碍使中国留学生偏爱
“抱团取暖”，他最亲密的社交圈基本上都是中
国人。

另外，住宿方式的不同也影响着海外学子
的社交。海外留学的住宿方式中，最常见的有3
种，分别是学校住宿、校外租房和寄宿家庭。
学校住宿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当地学生，也有更
多的校内社交活动可供选择，社交环境相对宽
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迪肯大学留学的余子悦
说：“我高中时上的是私立寄宿学校，平日里朝
夕相处的多是本地学生，参加的社交活动也多
是学校组织的，除此以外的活动参加得比较

少。”
选择寄宿家庭，一大优点是可以更深入地

接触当地文化，有机会参与到当地普通家庭的
日常生活、便于与当地学生建立更深厚的友
谊。李久祺的寄宿家庭正是同班同学的家，他
们会一起烧烤、一起参加聚会等。

留学海外，熟悉的环境和社交圈留在了国
内，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和社交圈。而当地学
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他们大多从小一起在读
书，同时升学，早已有了固定的社交圈。小蒋
高中在澳大利亚就读，大学到了美国，他说，

“上初中、高中的时候，身边的本地同学都已经
有了固定的朋友圈子。上大学的时候，由于每
个人选的课不同，上课时间也不一样。大家都
是有课才赶来学校，所以平时相互接触的机会
较少。”

随缘、大胆
共同爱好建友谊

留学期间的社交生活苦乐参半，有遇到友
善外国朋友的喜悦，也有融不进社交圈的苦
恼。据了解，在澳的中国女留学生大多未对来
澳留学感到后悔，但她们原本的社交期待往往
落空。

对于这些，在美国留学的小蒋认为一切应
当“随缘”，不必强求融入当地的社交圈，“同
一个文化背景下的朋友更好沟通，也更能互相
帮助”。

刘悦汐也表示不用勉强自己，应该理性看
待文化差异，“如果你没有非常强烈地想要和大
家打成一片的愿望，在社交方面基本不会有什
么苦恼，毕竟当地学生都很温和友善”。

同时她认为，在社交上，性格比语言更重
要。“在留学目的国待久了，外语会进步很大。
开始时不要怕丢人，多说多练就好。如果因为
怕说不好而不敢开口说，就会进步很慢。”

找到共同爱好是建立社交关系的一个有效
途径。李久祺说：“当有共同爱好时，就有机会
一起出去玩，从而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刚去
澳大利亚的时候，没有认识的朋友。但当我们
班的几个当地男生知道我喜欢打篮球后，每到
课间、放学后都会拉我去打篮球。打篮球的过
程中，彼此又会发现新的共同爱好，这样一
来，交的朋友就越来越多。我找的寄宿家庭就
是最开始在一起打篮球的朋友的家。”

留美增幅留美增幅77年连降年连降

据近日发布的据近日发布的 20172017--20182018 年期间年期间 《《在美留学生数据报告在美留学生数据报告》》 统统
计计，，在美持在美持 F-F-11 签证签证 （（适用于学生在美从事学术研究课程适用于学生在美从事学术研究课程）） 和和
M-M-11签证签证 （（适用于非学术培训适用于非学术培训）） 的学生总数较去年减少的学生总数较去年减少00..55％％。。其其
中中，，中国学生数量为中国学生数量为377070377070人人，，位居第一位居第一，，可见中国学生依然在可见中国学生依然在
美国留学生总数中充当着美国留学生总数中充当着““流量担当流量担当””的角色的角色。。尽管中国赴美留尽管中国赴美留
学人数虽然看起来还在持续增长学人数虽然看起来还在持续增长，，但是增幅却大不如从前但是增幅却大不如从前。。从从
20092009--20102010学年开始学年开始，，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增幅已经连续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增幅已经连续77年下降年下降。。

任职于某留学机构的石琪任职于某留学机构的石琪 （（化名化名）） 认为认为，，中国赴美学生增幅中国赴美学生增幅
持续下降持续下降，，表明了整体赴美留学的热度正在降低表明了整体赴美留学的热度正在降低。。她做了一个形她做了一个形
象的比喻象的比喻，“，“就像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就像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立刻停止或是立刻倒车是立刻停止或是立刻倒车是
不可能的事不可能的事，，但是速度已经在慢慢降下来但是速度已经在慢慢降下来。”。”

费用高企影响很大费用高企影响很大

据据 《《泰晤士报泰晤士报》》 联合联合 FAIRFXFAIRFX （（旅行货币兑换公司旅行货币兑换公司）） 评比的评比的
20172017年全球留学费用排行榜显示年全球留学费用排行榜显示，，美国以年均美国以年均3570535705美元的留学开美元的留学开
支排名第二支排名第二。。近年来近年来，，美国大学学费更是逐年攀升美国大学学费更是逐年攀升。《。《美国新闻与美国新闻与
世 界 报 道世 界 报 道》》 的 调 查 数 据 显 示的 调 查 数 据 显 示 ，， 排 名 前排 名 前 5050 的 美 国 私 立 大 学的 美 国 私 立 大 学
20172017--20182018学费平均上涨学费平均上涨33..66%%，，有些学校甚至超过有些学校甚至超过44%%。。

正在申请韩国大学的林佳正在申请韩国大学的林佳 （（化名化名）） 说说，，在决定留学目的地之在决定留学目的地之
前前，，她也曾考虑过去美国留学她也曾考虑过去美国留学，，但是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将美国排但是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将美国排
除在留学目的国选项之外除在留学目的国选项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留学费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留学费用
太高了太高了。。在韩国留学一年总的花费可能在韩国留学一年总的花费可能2020多万人民币多万人民币，，这个数目这个数目
在美国留学是不够的在美国留学是不够的。”。” 留学费用一般包含前期的考试费留学费用一般包含前期的考试费、、公证公证
费费、、护照费护照费、、学校申请费及后期的学费学校申请费及后期的学费、、生活费生活费、、交通费等交通费等，，其其
中学费和生活费是主要开销中学费和生活费是主要开销。。林佳认为林佳认为，，在美国留学在美国留学，，除了昂贵除了昂贵
的学费外的学费外，，住宿费住宿费、、生活开支和交通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生活开支和交通费用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
数目数目。。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美国美国““本科四年本科四年，，硕士两年硕士两年””的较长学制也是导的较长学制也是导
致留学费用高的重要因素致留学费用高的重要因素。“。“一休留学工作室一休留学工作室””负责人俞卓玛以英负责人俞卓玛以英
联邦国家为例介绍说联邦国家为例介绍说，，包括新加坡包括新加坡、、新西兰在内的英联邦国家新西兰在内的英联邦国家，，
由于其精简的由于其精简的““本科三年本科三年，，硕士一年硕士一年””学制学制，，留学时间极大缩留学时间极大缩
短短，，所需的留学费用相应要少一些所需的留学费用相应要少一些。。

社交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
题。据澳洲新快网援引《澳大利亚
人报》报道，近日，澳大利亚墨尔
本大学副教授马丁正在对56名在
澳的中国女留学生进行调研采
访，并将追踪她们未来 5 年的生
活。目前的调研结果显示，孤独、
害羞、社交孤立以及当地人的偏
见，容易导致在澳中国留学生遭
遇社交困境。

留学生社交是一个老生常谈
的问题。人具有社会属性，很少有
人可以完全脱离群体而存在。即
便从一个群体迁移到另一个群
体，也还是需要社交的。留学海外
的学子，在陌生的地方求学，面对
着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语言。他们
有着怎样的社交故事，又遇到了
什么社交困境？

中国学生人数增幅中国学生人数增幅
已连续已连续77年下降年下降

凭借丰富的院校资源以及开放多元的凭借丰富的院校资源以及开放多元的
学习环境等优势学习环境等优势，，美国曾连续多年稳居中美国曾连续多年稳居中
国学生海外留学首选目的国国学生海外留学首选目的国““宝座宝座”。”。但但
是是，，近日美国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近日美国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中国
赴美留学人数增幅已经连续赴美留学人数增幅已经连续77年下降年下降。。这一这一
数据是否表示数据是否表示““留美热留美热””正在消退正在消退？？这背这背
后究竟有何缘由后究竟有何缘由？？

赴美留赴美留学热学热
在降温吗在降温吗？？

考虑其他留学目的国的意愿增加考虑其他留学目的国的意愿增加

最新发布的最新发布的 《《20182018年留学申请人调查报告年留学申请人调查报告》》 显示显示，，美国依然美国依然
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目的国是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目的国，，但因为其但因为其““限制人员自由流限制人员自由流
动和移民控制动和移民控制””政策的实施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考虑其他的留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考虑其他的留
学目的国学目的国。。

与美国相比与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积极的国际学生政策和宽松的政治环其他国家积极的国际学生政策和宽松的政治环
境境，，对于留学生的吸引力逐步提升对于留学生的吸引力逐步提升。。俞卓玛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俞卓玛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为例说明为例说明，“，“现在去中国香港现在去中国香港、、新加坡留学的人数越来越多新加坡留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因为因为
新加坡有一个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新加坡有一个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在当地学习生活一到两年在当地学习生活一到两年，，
就有资格申请享受该优惠政策就有资格申请享受该优惠政策。。在中国香港连续学习一年在中国香港连续学习一年，，第二第二
年会自动续一年的签证年会自动续一年的签证，，待满待满77年之后还可以申请永久居留年之后还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留学抉择日趋理性化留学抉择日趋理性化

启德教育集团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启德教育集团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赴美留学的增赴美留学的增
幅下降幅下降，，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学生在留学国家的选择上更加理性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学生在留学国家的选择上更加理性
化化。。学生及其家长学会了根据自身需求和经济情况学生及其家长学会了根据自身需求和经济情况，，选择适合自选择适合自
己的留学国家己的留学国家，，不再盲目跟风不再盲目跟风。。

石琪以她多年在留学行业的从业经验石琪以她多年在留学行业的从业经验，，对对““留学理性化留学理性化””这这
一现象有着自己的看法一现象有着自己的看法。。她将目前的中国留学生分为她将目前的中国留学生分为33类类：：

第一类第一类，，学术背景非常优秀学术背景非常优秀，，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留学方向和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留学方向和
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并且会独立并且会独立、、缜密地思考自己的留学计划缜密地思考自己的留学计划。。这些学生这些学生
往往在考虑自己的留学时最为理性往往在考虑自己的留学时最为理性。。

第二类第二类，，留学目标非常清晰留学目标非常清晰，，也许对自己的学术背景不够自也许对自己的学术背景不够自
信信，，但很清楚留学经历也许会是一个继续深造的有效跳板但很清楚留学经历也许会是一个继续深造的有效跳板，，或是或是
回国工作的一块有力敲门砖回国工作的一块有力敲门砖，，甚至是移民国外的有效途径甚至是移民国外的有效途径。。

第三类第三类，，国内学习表现一般国内学习表现一般，，明确知道通过高考途径很难使明确知道通过高考途径很难使
自己进入一所理想的学校自己进入一所理想的学校，，因此会很理性地提前做出规划因此会很理性地提前做出规划，，包括包括
语言的准备语言的准备、、国家的对比国家的对比、、学校的选择学校的选择，，希望可以通过留学实现希望可以通过留学实现
弯道超车弯道超车。。

石琪认为石琪认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来年来，，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国际地位
不断提高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不再以盲目崇洋的心态去看待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不再以盲目崇洋的心态去看待
留学的意义留学的意义。。当下资讯发达当下资讯发达，，信息对等信息对等，，也有助于学生做出理性也有助于学生做出理性
的选择的选择。“。“现在出国或准备出国留学的这一代学生现在出国或准备出国留学的这一代学生，，成长在一个更成长在一个更
加自由更加独立的环境中加自由更加独立的环境中，，因此他们在做留学规划和选择时因此他们在做留学规划和选择时，，也也
非常懂得为自己负责非常懂得为自己负责。”。”

海外学子
应该补上社交课

海外学子海外学子
应该补上社交课应该补上社交课

郑晓萱郑晓萱郑晓萱

曾宣宣曾宣宣

李久祺与埃迪通过打篮球建立
起了友谊，李久祺的寄宿家庭就是
埃迪家。图为李久祺和埃迪在墨尔
本雅拉河边参加烧烤聚会。

刚到日本的时候，学校举办
了留学生欢迎会。图为刘悦汐

（后排） 和日本同学及其他留学生
合影。在留学期间，日本同学在
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予了她很大的
帮助。

初到国外学习，课业负担重

唐心悦说，刚到国外时，她在专业学习上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唐心
悦说：“我学的是数学专业，本身就比较难，再加上与国内所学的知识联
系很少，导致我刚开始上课都听不懂老师讲的一些算法。当时挺难过
的，觉得自己在班里属于学习比较差的学生。”

好在因为语言交流能力较好，她每次下课后都会主动找老师沟通，
请老师讲解。她说：“刚开始那个阶段，每天只要一下课我就会冲上讲
台，把不懂的地方告诉老师，老师会很耐心地讲解，直到我听懂为止。
时间久了，老师也记住了我，称我为‘爱问问题的小姑娘’。”除了问老
师，唐心悦遇到不会做的题时，还会问身边的同学，也因此和同学渐渐
熟络起来。在国内遇到问题时，她会先问别人“怎么办”，但是现在唐心
悦会自己主动寻找解决方法。

自己规划时间，克服孤独感

到英国后，唐心悦发现同学都是单独行动，这让她感到不习惯，很
孤独。唐心悦说：“在国内的时候，我每天吃饭、学习都和同学结伴，周
末也是和同学一起出去玩。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也会打电话和好朋友
倾诉。在国外由于时差原因，不能经常打扰朋友。每当我独自一人回到
公寓的时候，都感到特别孤独。”

当地的治安情况不是很好，所以唐心悦晚上一般不外出，而是在家
学习。提到去年期末考试，唐心悦说，“我们没有课本，考试就考老师给

的讲义。每天晚上我都在公寓里看讲义、做老师布置的题目，感觉特别
充实。我慢慢发现，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也可以让自己
变得更优秀”。她说：“比起在国内，现在有更多的时间思考，遇到事情
也会有自己的独立判断。我觉得自己正在迅速成长。”

学会情绪管理，与他人合作

初到英国，唐心悦和一个女生一起找住处，她们找到的是一套四居室
的公寓，所以还需要再找两个人合租。当时有两个男生愿意和她们一起合
租，唐心悦说，“我觉得这两个男生看上去很安静就同意了。结果没想到，他
们是玩摇滚的，只要一弹电吉他，就会特别吵”。唐心悦说，如果在国内，遇
到这种情况她可能会直接找人家理论，但是想到彼此都是独在异乡，也就
多了一份理解。唐心悦委婉地跟那两个男生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也很理
解，表示在晚上的休息时间会暂停

“音乐”。
在课余时间，唐心悦还参加了

学校的马拉松比赛。她说：“在跑马
拉松的过程中，我和同学互相鼓
励，坚持着跑到了终点，这是我非
常难忘的经历。”在国外留学的这
段时间里，唐心悦不仅在学习上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在生活、情感
上逐渐变得独立。

“现在我不再害怕独处，一个
人的生活使我学会了独立思考，让
我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同时，我也
学会了与别人合作去完成任务。留
学带给我最大的成长就是让我学
会管理自己的时间、生活和情绪。”
唐心悦说。

唐心悦：

留学让我学会自我管理
左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