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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留学成本上升
导致赴日韩人数增加

有分析指出，赴欧美留学的成本增加，手续复杂；尤其是欧美地区高
昂的学费和生活费使得许多学生家庭望而却步。相比之下，日本、韩国留
学成本较低的优势就凸显出来，对于许多工薪家庭而言更为合适。对于那
些申请留学不想“太累、太麻烦”的学子，也有吸引力。

此外，日本放宽了对留学生打工的限制，这给许多希望勤工俭学的留
学生提供了条件。在韩国，当地教育部专门针对外国留学生制定了奖学金
制度，也为各大学吸引到了不少优秀外国学生。

在我们接触到的去日、韩留学的中国学生中，多数人都表示，申请日
本、韩国学校的程序相对简单，申请心仪大学的过程较为顺利。

成本较低、程序简单
是驱动学子选择赴日韩留学的原因

董雪 （化名） 就读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服装产业系，今年是她在韩国
的第三个年头。“从我接触到的留学生朋友来看，大部分去欧美留学的同
学，家庭需要承担的经济压力会大一些，而韩国的留学成本相对较低。我
所就读的梨花女子大学是韩国比较知名、历史很悠久的学校。对于外国人
而言，进入这样的学校比韩国本土的女生更容易，所以高中毕业后我就选
择了到韩国留学。”

“申请韩国的本科比较简单。”董雪回忆道，申请过程并不复杂，“我
没找留学中介帮忙，自己提交了高中毕业证书和老师的推荐信，在国内学
了一些基础韩语，又到韩国读了一段时间的语言学校。获得语言成绩证明
后，顺利地申请到了梨花女子大学。”比起申请到欧美读书的同学，董雪
认为自己节省了不少经济成本和精力。

陈婧靓在国内读完本科后，赴日本京都大学学习电子商业专业。谈起
决定留学日本的原因，陈婧靓说：“我本科阶段在国内读的是国际商务日
语，同时辅修了一些外贸经济的课程。快毕业的时候，我想既然学了日
语，就要利用它，并，努力把这个语言技能掌握牢固。所以就决定研究生
阶段到日本学习。我是浙江人，而浙江是电商产业发达的地区，因此我对
国内电商产业有一定的了解。这些年国内的电商产业发展很快，规模越来
越大。从自己职业规划的角度考虑，我就选择了电子商务这个专业。”

和董雪类似，陈婧靓也选择先到语言学校就读一年。“本科的时候，
我请大学的老师帮忙联系了一所日本的语言学校，先到日本读了一年的语
言，没有直接考研究所。如果在国内直接考大学难度比较高，对于日语水

平的要求也更为严格。在语言学校的一年里，我一直都在准备京都大学的
入学考试，最终考取了心仪的学院。”陈婧靓说。

学习环境、毕业去向
是决定赴日韩留学需要思考的问题

董雪对韩国大学紧张的氛围印象深刻，她分享道：“我就读的大学在
韩国首尔，到这儿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这里的女孩子都非常努力并且很
要强。在韩国人眼中，梨大女生的能力可以代表韩国顶尖女性的能力。”

留学是一段需要个人亲身体验的过程，在这段经历中，遇到一些异于
预期的事情并不奇怪。董雪说：“很多国人认为，韩国的服装文化在亚洲
地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输出量也比较大。所以到韩国学习艺术产业类专
业，不仅各项教学设施完备，而且对于个人以后在大众时尚领域的发展有
较大帮助。”但来到这里之后董雪发现：“不得不说，我看到很多在欧洲学
服装的同学，她们的教室设施的确比韩国优良很多。韩国物价高，一台质
量不错的缝纫机打完折都要三千多元人民币，所以很多同学 会在国内买
缝纫机带到学校，用坏后自己学着修——这样也无形中锻炼了动手能力。”

陈婧靓今年刚刚从京都大学毕业，她介绍说：“日本的专业设置比较
宽泛，科系之下还会分出一些小专业。以我读的专业为例，刚入学时我进
入的是电子商务领域，半年后就开始选择导师，针对导师的研究领域来确
定自己的方向。我最后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物流体系。”

毕业后的陈婧靓回到家乡浙江。她说：“我回国后没有想着一定要去
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发
展，而是希望能在家乡
安吉找到一份合适的工
作并成家立业。但是其
实日企大多就集中在国
内的几个大城市，我家
乡的日企较少，在就业
上 还 是 遇 到 了 一 些 困
难。所以我现在正在准
备 安 吉 的 人 才 引 进 项
目 ， 打 算 明 年 参 加 考
试。”

在留学潮中的每个学子，其出国目标都不尽相同。
有的学子早早地就把出国留学当作个人发展的既定

规划，在国内读本科期间，通过参加海外交流项目，提
前感受留学生活，为将来的留学生活预热。

“出国留学
是既定规划”

张龙成

提前感受留学生活
为未来留学预热

袁瑞是一名大三的本科生。她说：“我的本科学校每年都会
发布出国交换的项目。只要学习成绩和英语口语成绩符合条件，
家庭能够负担到海外交流的费用，那基本上都会通过。”

今年上半年，她申请了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半年
的项目，目前正在该校商学院学习。

“出国留学是我个人发展的既定规划。”她说。
每天早上，袁瑞都会从住处沿着山路前往教室。“校园什么

都好，就是每天爬山上课有些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
公立学校中声望很高的学校。它坐落在气候宜人、风景独特的旧
金山湾区，拥有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她很自豪地介绍道。

袁瑞坦言，本科期间参加交流项目是既定计划。她说：“我
现在已经上大三，想知道出国读书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很早就
考了雅思并着手申请参加出国交换项目。虽然不能保证选择的这
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我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虽然是个年轻的
小姑娘，但袁瑞心里的想法却显示出一份成熟。

积极规划未来
父母是重要的支撑

“我从大二开始就为出国做准备。”袁瑞说：我本科专业是财
经新闻 （英语类），双学位专业是会计，我想坚持这个方向读下
去。而伯克利的商学院恰好是一个商科的专业平台，我希望能在
这儿学有所获。”

袁瑞之所以能够主动规划未来，除了自身的努力，家庭给她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源和独特的视野。

“在我个人发展的问题上，父母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在读高
中时，父母就支持我出国读书。他们希望我出国看世界，并为未
来职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虽然我的选择没有和父母的期望达
到100%的吻合度，但也基本符合他们的期待。”袁瑞高兴地说。

对于出国留学她有着自己的想法。“是我主动要留在国内读
大学的。”她回忆道。高中毕业后出国读大学，费用相当高。“虽
然家人觉得可以承受，但我有所顾虑。所以选择保送到国内高校
读本科，这样更经济实惠。”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对父母的理解。

谋求在国外读研
职业发展是奋斗目标

按照袁瑞的“既定规划”，她想在国外读研。
她说：“在国内读研的竞争非常激烈，就业竞争更不用说

了。在我看来，国内的研究生，如果不是在顶尖的学校就读，不
过就相当于延迟就业。”

“现在的就业市场是，如果你没有研究生学历，基本上找不
到如意的工作。其实有些研究生可能并不比本科生优秀，或者学
术能力有什么提高，但却占有学历高的优势。”她对这种现象有
些不满。

“相比于学校的环境与氛围，我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在这里
学到想学的知识和经验，能不能给我个人的成长提供新的动
力”。袁瑞说，未来她打算从事金融类的工作，美国参加交流项
目，不仅能增长见识，也能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谈及留学读研的具体去向，她说：“我想去新加坡或者美国
读研究生。现在更倾向于考虑新加坡。”她接着说，“如果是考虑
美国的话，我想去美国东海岸，那里金融业的环境好。当然西海
岸也可以，我的好朋友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我也很喜欢西雅
图这个城市。”

费用低、申请成功率高、学校名气还不错

留学日韩 是怎样的体验？
夏周祺

近期，启德教育机构在 《2018 年亚洲录取报
告》 中显示，中国赴日、韩留学人数总量在增
加。其中，赴日留学生增加了 8.9%，赴韩留学生
增长了 5.6%。分析认为，日韩学校文凭得到认

可、留学费用较欧美低，申请的成功率较高，因
此日韩成为中国学生留学的理想目的地。

日韩留学是否真如市场所言般美好？且看已
经身在日本、韩国的留学生的看法。

被忽视的留学压力
其影响不容小觑

“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
境，我经常感到孤独。”范雨楠 （化名） 曾就读于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与统计专业。回忆起留学
时光，她感慨万千，“那时，我身边没有熟悉的朋
友，也没有给我引路的人，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摸
索着解决。一个人找房子、一个人搬家、一个人吃
饭，甚至一个人去医院看病。之前这些事情还有父
母、朋友陪伴帮忙，现在一下子全都交给了自己。”

“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会哭。”
初到异国他乡，孤独感如影随形。此时，学子

往往心理压力很大。但若让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
长期积累而不加以调整和缓解，则会产生更多问
题。

就读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分校心理专业
的陈楚怡说：“刚来美国时，我尤其不适应这里的
饮食习惯。没有了父母的照顾，自己也不会做饭，
我每天就买美式中餐随便吃点。这种简单又粗糙的
生活，让我有时会反思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出国。”

留学压力，包含了学业压力、环境压力、交流
压力和生活压力。对于一个初出国门的学子来说，
这些压力常常在放下行李箱后，就接踵而至。

学会面对孤独
培养独立意识

那大家又是怎么度过这段时光的呢？许多学子
认为，此时正视遇到的压力，将压力化为动力，采
取积极的方式化解不适应才是明智的选择。“后来
我开始主动参加活动，不再一个人闷着。由于我性
格比较外向，所以很快交到了一些朋友。我比较喜
欢户外运动。当觉得孤独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们聊

聊天、聚餐，一起爬山。有时候我也经常一个人戴
上耳机出去跑步，或者在健身房里待上两三个小
时。运动起来就会暂时忘掉生活中的压力和孤
独。”范雨楠说。

“我们要向拖延症说‘不’。一切尽早做，压力
自然会小很多。充足的时间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拖
延症会导致本来有充足时间准备的事情变得仓促，
压力也会随着解决问题的时间缩短而增加。”就读
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崔庭玮说。

学业压力首当其冲
积极融入比只做“乖乖女”更有效

留学在外，学习模式和考核制度与国内有很大
不同。不同国家、学校甚至专业都有自己的规则制
度。提前了解好即将就读院校的教学模式，做好充
分的准备对学子来说尤为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面对这些留学特有的压力，有
的同学依然沿用国内的学习方法，幻想着只要踏实
勤奋地沉浸在学习中，那些难题就会逐渐远去。这
种“乖乖女”式处理方式比较被动，因而常常达不
到缓解压力的最终诉求。

学业压力很大一部分产生在“听不懂”上。在
课堂上，老师会用当地语言授课，这对学子的语言
能力要求很高。陈楚怡说：“虽然通过了托福，但
我上课仍很难听懂，笔记也记得较差。于是我买了
一个录音笔，上课录音，课后再慢慢地细听。虽然
很耗时，但是渐渐地，听懂课程内容对我来说就没
那么困难了。另外，国外考试几乎每周都有，而且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考试制度。有的老师是每节课
都会有考试，有的则是突击考试。这就需要我们熟
悉每个老师的考核要求和方式，注重日常的学习，
以应对各种考核。”

范雨楠说：“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随着学习
的深入，课程难度也逐渐提高。但我会不断调整自
己的心态，课外多花些时间学习，有不懂的就问老

师和同学，尽量不让自己掉队。国外选课比较自
由，课表可以按照自己的作息习惯制订，‘早起
型’和‘晚睡型’都能按照自己的情况做合理安
排。”

越过语言交流障碍有啥高招？
多参加活动、融入当地环境

“刚来的时候，恨不得用手语和别人交流。”陈
楚怡回忆道。

语言障碍在留学初始阶段普遍存在。哪怕通过
了托福、雅思考试，甚至取得了高分，但要进行流
利的口头交流仍需学习。

范雨楠认为，留学期间，学子需不断锻炼自身
的语言应用能力。她说：“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
就越能在外语水平进步的同时，体会到真正掌握它
有多难。提高语言水平不仅包括要适应某些老师带
口音的英语，也包括熟悉日常口语交流中用到的俚
语和简化语，还要区分口语和书面语……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因为措辞不当而在作业上丢分。”

要解决语言交流障碍问题，学子们的共识是首
先要树立自信心，敢于张口，变被动为主动。“我
认为，‘自信’是克服语言障碍的最好方法。表达
的时候不要担心自己会出错，只管自信地去说，能
让对方明白你的意思就达到了首要目的。”崔庭玮
说。

“一开始，无论是点菜还是去办银行卡，我因
为怕别人听不懂而不敢开口说话。后面实在没办
法，才鼓起勇气和同学聊天，比如约同学一起去图
书馆复习。时间久了，我惊喜地发现自己说起话来
流利多了。”陈楚怡回忆说。

面对留学新压力
学子如何缓解？

新学期已经开始，新一批留学生正在逐渐适应全新的
留学生活。异国他乡，初来乍到……他们面临着全新的压
力。而这个过程，每个海外学子都曾经历过。让我们且听
过来人怎么说。

吴天琪

图 为 董 雪 下 课
后，在梨花女子大学
教学楼前拍照留念。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留学时，陈楚怡在朋友的陪伴与帮助
下，很快融入到当地生活中。上图为陈楚怡

（左三） 参加朋友毕业典礼合影。

袁瑞 （后排右一） 与课堂学习小组的合
影 。 这 是 一 节 名 为 “fundamental and design
thinking”的课程。

努力体验不同的文化风貌，是当代青年人的突出
特点。左图为袁瑞在参观天津的历史文化街区，右图
为袁瑞在美国旧金山大桥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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