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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德国哈勒新一届中国学联主办的第一届哈勒
市中德联谊会在哈勒举办。与会人员以来自哈勒大学的学
生团体为主，同时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的当地人士。本次联
谊会的主题是“语言”，游戏围绕其展开。第一个游戏是猜
词，即中国同学用德语描述这个词，德国同学猜；第二个
游戏是“传声筒”，通过这个游戏大家学会了中国成语。学
联同学不仅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德国友人展示了中华文
化，而且生动有趣地向大家介绍了两国的风俗习惯。

（高 原）

首届哈勒市中德联谊会举办

“这里是中国驻外使领馆，现怀疑你涉嫌犯罪行
为……”近期，针对中国海外留学生的敲诈勒索行为
在多国发生，中国驻外使领馆相继发布紧急提醒。

“虚拟绑架”多发

今年 6 月，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提醒在英中国留学
生严防“虚拟绑架”骗局，并详细列出了诈骗套路，
以提醒中国学生防范。

该提醒指出，诈骗分子冒充中国驻英国使领馆或
国际刑警组织名义，通过技术手段冒用有关机构电话
号码致电在英中国留学生，谎称当事人或其父母涉嫌
严重犯罪，如不配合“调查”将被通缉或逮捕，并以

“办案需要”等理由控制引导当事人拍摄自己被捆绑、
殴打、向家长哭诉要求解救等图片或视频。之后，诈
骗分子胁迫当事人离开目前住址，入住宾馆，并切断
手机、微信等通信渠道，使其无法与家人或亲友联
系。诈骗分子在当事人与外界“失联”期间，冒用当
事人微信或手机联系当事人家长，谎称孩子被“绑
架”，并发送事先拍录好的图片或视频以证明“绑架”

真实性，向家长骗取巨额“赎金”。由于诈骗分子能准
确了解并告诉父母孩子的隐私信息，且有相关图片、
视频“为证”，家长往往信以为真，造成重大财产损
失。

遭遇类似“虚拟绑架”套路的中国留学生并不限
于英国，各国类似案件不时见诸于媒体。半年多来，
加拿大连续发生“虚拟绑架”电话诈骗案，涉及多名
中国留学生；今年 6月，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发布紧
急提醒——在德中国留学生严防“虚拟绑架”骗局，
该提醒还提到一起在德国柏林发生的中国留学生被

“虚拟绑架”的案例。此外，澳大利亚等国也有类似案
例报道。

隐私被泄露

针对多地发生的“虚拟绑架”案，中国驻多伦多
总领馆领事侨务组的宋晨亮领事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因一些海外华人不了解这些骗术及中国留学生
日趋低龄化，因此成为比较容易受骗的群体。

宋晨亮表示，这些留学生社会经验相对较少，又

跟父母不在一起，容易上当受骗。尤其是诈骗分子设
计了巧妙的剧情，还模拟了逼真的场景声音，比如能
听到警报声等，更增加了防范的难度。

留学英国的黄娜 （化名） 就曾接到过类似诈骗电
话。“对方先谎称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来电，后来又转
至国内公安部门，说我参加洗钱案件，还让我‘保
密’。虽然我识破了骗局，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后
怕，因为对方对我的相关信息了解得非常具体，如果
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诈骗陷阱。”黄娜说，“而且我不
止一次接到类似电话，最开始识破骗局时，还会故意
和对方斗智斗勇，后来接到这种电话，感觉害怕和愤
怒，因为自己毫无隐私可言。”

在黄娜看来，因为诈骗人不断暗示受骗人身处危
险之中，在这种恐慌下，也容易做出非理性判断，导
致被骗。

保持警惕莫轻信

近期公安部先后接到一些我驻外使领馆反映，称
有不法分子冒充我驻当地使领馆等机构工作人员，针
对在海外经商、留学等的中国公民进行电信诈骗。公
安部日前发布安全提示，提醒海外中国公民，切实提
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如发现被骗，要第一时
间向所在国警方报案。

根据该安全提示，我国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
门均不会使用社交软件办案，也不会使用社交软件和
电话侦办保密案件。接到自称驻外使领馆、执法部门
的电话、邮件时，要切记保持警惕，认真甄别，不要
轻信以任何名义索取姓名、家庭情况、银行卡等个人
信息以及转账、汇款的要求。

“就我个人及周围同学的经验，防范‘虚拟绑架’
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因为遭遇‘虚拟绑架’诈骗
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些就是被对方了解自己详尽的个人
信息问懵了，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诈骗环节；其
次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因为有些诈骗是放长线钓大
鱼，先骗取你的信任，然后才开始下一步诈骗；最
后，如接到诈骗电话，先跟有关机构进行核实，比如
可以拨打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
心 12308 热线，同时要及时和家人、老师、同学联
系。”黄娜说。

“虚拟绑架”盯上中国留学生
花样翻新 如何防范

□本报记者 赵晓霞

提及俄罗斯，你首先想到的
会是什么呢？是飞机落地乘客要
鼓掌感谢的传统？还是烈酒伏特
加？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到
俄罗斯留学。在我看来其原因有
两方面：一是比起美国、英国等
热门留学国的留学费用，留学俄
罗斯的费用较低，所以有些中国
家庭考虑到经济因素，会将俄罗
斯作为留学选择。二是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掌握俄语
成为一大优势。

当我抵达俄罗斯，度过了为
期 10 个月的留学生活时，俄罗斯
和我想象中有一样的地方，也有
不一样的地方。

我所交换学习的学校是莫斯
科国立语言大学，这是俄罗斯最
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在语言类
院校里很有声望的一所大学。由
于学校每年会接收来自世界各地
的国际学生，所以针对留学生的
教学体系相对完善，课程设置相
对科学，学生也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主要课程包
括日常交际俄语、俄语语法、俄罗斯文化、当代俄罗斯分
析等。通过修读这些课程，我的俄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有了
极大提升，我对俄罗斯的了解也更加全面深入。

在俄罗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年轻人自愿学习
汉语。由于我所在的大学是语言类高校，所以我遇到了很
多来自中文专业的俄罗斯学生。提到汉语，他们都表示，
虽然汉语很难，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学，也喜欢中国文化。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汉语，
父母为孩子请一个中文家教很是常见。除此之外，俄罗斯
的汉语普及率很高，经常会有陌生人在路上用中文问好。
同时，中餐馆在俄罗斯人气也很高。

对留学生来说，如果课程安排妥当，也可以有空闲时
间去参观当地的历史古迹和名人故居。还记得在课堂上，
老师曾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只来过莫斯科，那么你不能说
真正地了解了俄罗斯。”所以我也尽力抽出时间去领略俄罗
斯的风光，身临其境那些以前在课本上出现过很多次的地
方。我曾到历史文化名城圣彼得堡感受艺术气息，也到过
黑海明珠索契。

要说留学的收获，语言方面的提高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会在课余时间听音乐会、看芭蕾，同俄罗斯人一起过当
地节日，会了解他们眼中的中国，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也会迸发出一些新的想法，接受一些新的观念，这些都是
独特的收获。

留学生活在眨眼间便走向了结束，我也带着怀念和不
舍告别了这个神奇的国度，希望有机会再赴俄罗斯。同
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去领略这个国家的瑰丽风光。

本报电 日前，第八届留法校友招聘论坛在北京、广
州、成都、上海、沈阳和武汉6个城市同步举行。据悉，留
法校友招聘论坛的创建是为了满足企业和求职者双方的需
求：一方面，企业对于在法国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级法语人
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新近回国的年轻留法海
归可以通过招聘论坛与招聘企业取得联系。据悉，每年约
有百余家跨国企业在留法校友招聘论坛上寻找高水平的专
业技术和管理人才。

（佩 玲）

到达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
的第二天就是女儿的毕业典礼。本
来我们准备了比较正式的服装，但
早晨看窗外雨霖霖，只能放弃。

雨下得不小，看样子，典礼是
要在外面举行。冒雨往礼堂走时，
我注意到来观礼的都是一大家子，
有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坐着轮椅
的爷爷奶奶辈、躺在婴儿车中的小
宝宝。

雨仍在下，典礼开始了，老师
安排我们在室内观看，因为教学楼
里有众多教室能观看直播。我们在
教室里坐了一会儿，还是决定下
去，即便是寒风冷雨，也想陪着女
儿一起。学生已经在浸满了水的草
坪就座，女儿后来告诉我，同学们
的脚完全踩在水里。领学位证时，

我看到有学生干脆光着脚上台。
典礼有点长，老师和学生发言

的时间都不短。女儿和同学们所在
的草坪没有遮挡，我有点担心她会
感冒。看周围的家长，个个安之若
素。即便下着雨，仍然有家长捧着
鲜花等在一旁，我本来想买一束
的，看他们的鲜花捆得太潦草，只
能放弃了这个念头。

远远望着草坪，根本不知道女
儿坐在哪里。却发现不少孩子的学
士帽做了花样，如此，站在外围的
家长应该能判断自己孩子所在的位
置。每当台上叫到学生名字，人群
里就会发出尖叫声和欢呼声。我们
竖起耳朵听着，等女儿的名字念完
时，才反应过来，错过了尖叫的机
会，有点可惜。

孩子们上去领学位证时，家长
都大声叫着孩子的名字，有些孩子
会摆姿势让家长拍照，或巧笑嫣
然，或开怀大笑，也有些孩子点个
头就过去了。

典礼持续约两个多小时，下雨
就算了，还刮着凛冽的风，看看站
在周边的人群，都是兴致盎然。我
冷到有些坚持不住，到旁边的教室
休息了一会儿。房间里跟外面一
样，也是满满当当挤满了人，大部
分人都盯着玻璃窗外的草坪，那个
方向被很多背影遮挡着，除了背影
上面的天空，实在没有什么可看
的，但大家却都是一脸虔诚。

女儿出来后，我们抓住机会跟她
合了影，如果毕业这件事必须有这样
的仪式感，那很庆幸，我们没有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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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校友招聘论坛六城同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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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美国大学毕业典礼
□罗小玲

亲历美国大学毕业典礼
□罗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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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一带一路”

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到
2017年的 5年时间里，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在中国内地
签 发 的 第 四 层 级 学 生 签 证 数 量 ， 从 62010 增 长 到
88000，增长幅度达到42%，留英人数再攀高峰。

赴英留学有吸引力

就中国学生选择赴英留学的原因，英国驻华大使
馆文化教育处教育推广与体育总监齐琦认为，中国留
英人数攀升有多重因素。“首先，英国教育的整体教
育质量有保障。目前英国有 160所高等院校，提供超
过 8 万类课程，留学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方
向。另外，英国本身的历史文化悠久，这也是吸引留
学生的一点。“

日前由启德教育在京发布的 《2018 英国留学报
告》 分析认为，中国学生选择赴英留学主要有 4方面
的原因：学制短、教育质量高、文化积淀以及社会安
全性。

报告显示，近五年 （2013-2017） 英国留学申请
仍以硕士课程为主，占比超过 85%，本科申请次之，
中学申请最少，本科申请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由
2013年的6.9%上升到2017年的9%。

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英国的本科学制通常为 3
年、授课型硕士通常为 1年，这样的设置对于国际学

生来说意味着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降低。

逾六成学生选商科

报告显示，近三年前往英国大学就读的中国学
生，选择商业与管理研究类学科的人数占英国留学生
的61.65%，这也反映出留英中国学生的学科选择仍以
商科为主，选择工程与技术类学科的占比为 8.11%，
排在第二位，其他 8个中国学生选择较多的学科为大
众传媒与文献、语言学、创新艺术与设计、教育学、
法律学、社会学研究、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

除了学科选择偏好，中国学生留学英国十大热门
专业为：财务与金融、商业与管理、语言与教育、新
闻传播与媒体、市场营销、人力资源、时尚、计算机
与信息系统、法律、建筑。在最热门的财务与金融专
业中，细分专业占比最高的是会计与金融专业，但是
对于不少学生和家长而言，金融和会计这两个专业的
交叉度比较高，常常让人产生选择困难。因此，不少
英国大学将两个专业合并为一个专业进行招生，帮助
学生储备更多会计与金融的专业知识。不过，中国学
生可以多关注非商科类的专业，特别是一些新兴专
业，如人工智能、博物馆与画廊管理、创意产业管
理、环境工程、无人机等。

不同地区的留学开销无疑也是每个留学家庭十分

关心的问题，留学选择英国伦敦地区最贵，曼彻斯
特、伯明翰、爱丁堡、利物浦等大城市的留学费用也
高于其他中小城市。参考英国签证及移民局提供的信
息，伦敦地区的生活费标准为每月1265英镑，非伦敦
地区的生活费标准为每月1015英镑。同一地区不同学
段和课程类型的留学费用也有差别，总体来看，包括
学费和生活费在内，英国硕士留学费用总体为每年20
万至49万元人民币，英国本科留学费用总体为每年20
万至25万元人民币。

赴英留学再攀高
□薛 梓

赴英留学再攀高
□薛 梓

第40届启德国际教育展上，家长在咨询
留学英国相关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