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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凯旋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去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交换
学习。身处异乡，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生活中，她都感受到了“不同”。韩凯
旋告诉笔者：“留学期间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拓宽视野，对个人的成长来
说意义非凡。”

感受异乡文化

今年，韩凯旋第一次在国外过春节，这让她有了许多不一样的体验。“每
逢佳节倍思亲，在国外过年才明白了其中的含义。”韩凯旋说，“我们几个同
学一起做年夜饭、在网上看春晚、和家人视频。社区还会举办庆祝中国节的
活动。” 她也注意到，不少外国人网购了深受中国人喜欢的金币巧克力。

除了中国传统节日，当地也有不少庆祝活动。不久前举办的松饼节就让
她印象颇深。“节日期间，大街小巷都会闻到松饼飘香，我们虽然没有准备松
饼，但是借这个节日也了解了当地的文化。”

除了感受节日文化之外，韩凯旋还通过参观博物馆来了解英国，也在日
常生活中观察当地民众的生活。

去商店购物、和当地人交流免不了。“买菜找零时，我常会收到许多大小
及图案不同的硬币。虽然麻烦，但是却觉得这些硬币精致又可爱，我把它们
都收藏起来，也很想了解这些硬币的历史发展。”韩凯旋说。

思辨能力得以提升

在韩凯旋看来，留学国外最大的收获是变得独立，“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学
习上，我都慢慢变得更加独立”。

韩凯旋告诉笔者，留学期间自住一间宿舍，很多时候是自己和自己做
伴，没有舍友聊天。而家人和国内的朋友因为隔着距离和时差，也不能时刻
交流。“这反倒让我更快成长起来，学会一个人如何生活，学会做饭，学会在
孤独中自己找事情做。”韩凯旋说。

在学业上，韩凯旋很快适应
了新的学习模式。“国外课程的一
个特点是课后注重自学。”韩凯旋
说，“老师上课讲得非常细致，重
点是把基础概念解释清楚，但这
只占学习过程中很小的一部分。
要真正掌握一门课程，需要学生
课后投入大量精力阅读材料，从
中汲取营养。这样一来，感觉自
己的思辨能力和分析能力得到很
大的提升。”

学习方式发生改变

2012 年，魏子然赴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留
学，攻读风险管理专业硕士。虽然行李箱容量
有限，但在四季衣物不能带全的情况下，他还
是带了一本厚厚的《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

初到海外，面对大量不认识的金融领域专
业词汇，魏子然全靠这本词典查看翻译。不论
上课地点有多远，他都会背上这本厚词典。

“那时候也可以用手机查单词。但对我来
说，当时还没有形成用手机学习的习惯，所以
主要还是用词典。”魏子然说，“现在学习方式
已经很不一样了，随着国内翻译类 APP 的迅速
发展，海外学子基本告别了纸质版词典。”

张婧怡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硕士，
她常用的APP 是“有道词典”。“现在国内的翻
译类 APP 做得很不错，词汇很全，解释和例句
都很详细，用起来非常方便。”张婧怡说。

对于海外学子来说，除了翻译类软件让他
们获益颇多之外，在线问卷调查平台的快速发
展也让学习效率更高。

刘超正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留学，最近在
完成一项课程作业，就“手机用户日常情绪和
调节方式”进行调查研究。2月28日，她在国内
在线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上制作了线上问

卷，并将问卷链接通过微信发给合适的调查对
象。短短半天，她就完成了问卷回收，并且在

“问卷星”网站一键生成了统计结果，省去了不
少时间。

而在 2009年到 2014年在英国留学的陈柯宇
还记得，当时的他做问卷调查时，只能将问卷
打印成纸质版，然后在校园里或者大街上随机
派发。

租房旅行有攻略

陈柯宇回想起自己的留学生活感慨道：“几
年前，如果要租房，选择房屋中介公司、签合
同、哪些区域的房子更好等这些问题多是通过
询问已经在当地租过房子的学兄学姐，网上的
信息不如现在丰富。现在出国留学的学生可以
在网上找到很多相关攻略，还有大量网友分享
自己的亲身经历。”

对于如今正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张婧怡来
说，租房并没有那么困难。上周，她刚刚搬到
了新的公寓。通过国内的论坛、相关网站、微
信公众号、微博等多个平台，她看到了大量中
国学生分享的租房经验和建议，这对她的帮助
非常大。包含租房网站有哪些、需要准备什么
材料、如何递交申请、如何预约看房等相关问
题的攻略有很多。

除了租房更便捷之外，陈柯宇表示，现在
的学子去国外旅行或者在学校周边城市出游，
可以在国内网站和 APP 上面获得更为丰富的参
考信息。“比如国内的马蜂窝旅游网，发展到现
在，上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用户点评和用户意
见，能够给出国旅行提供很有效、很全面的帮
助，甚至帮你规划好线路。即使是英文水平不
高的人，通过国内的网站和软件，也可以出去
玩得很好。”陈柯宇说。

拉近和亲人的距离

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让学子和国内亲友
的联系更紧密。

5年前，陈柯宇在英国留学时，和父母的主
要联系方式是每周一次的视频聊天。近年来，
随着即时通信技术的发展，学子和父母的联系
简单多了。不需要守在电脑前，也不需要开通
国际长途业务，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点击语
音通话或者视频通话，父母就能随时随地和远
在海外的子女联系。

李思敏正在美国乔治福克斯大学读硕士。
每天北京时间上午 10 时，李思敏的妈妈都会通
过手机微信给女儿发去视频聊天的邀请，因为
这时正是西雅图的傍晚，女儿刚好下课到家。
即时通信技术让她和女儿的距离缩短了，每天
的视频聊天能够帮她缓解不少思念。

每逢中国传统节日或者妈妈的生日，李思
敏会提前在淘宝网上给妈妈买好生日礼物。“现
在国内的外卖平台发展得很好，以后我还可以
通过外卖平台给妈妈点外卖，让她吃好点。”李
思敏说，正是因为外卖平台、电商平台发展很
快，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学子也能及时向父母表
达自己的关切和思念。

当下中国发展迅速，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
回国就业，正在海外留学的学子对于回国就业
怎么看？

看好国内发展前景

杜祥龙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
大二，所学的专业是综合科技。他毕业以后的
规划是回国创业，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回国创
业，杜祥龙的回答十分爽快：“我不喜欢给别人
打工。因为我比较随性，想干自己喜欢干的
事，想到什么就会去做。”

杜祥龙非常看好国内的高新技术行业，他
告诉笔者：“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科技高速发
展，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我对这个
行业充满信心，也希望自己能投身其中。”

张琪晨在韩国东国大学读电影影像专业，
今年即将毕业，希望回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
的工作。和杜祥龙不同的是，她把爱好和工
作分得很清楚。张琪晨说：“曾经希望工作是
自己喜欢做的事，后来发现工作就是工作，
把喜欢的事作为工作的话，反而会磨灭自己

对这件事的热情。所以，我希望找到一份适
合自己的工作，同时继续把摄影这个爱好继
续下去。”

回国与家人团聚

促使学子回国工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希望
与家人朋友团聚。

杜祥龙之所以选择毕业以后回国创业，是
因为希望可以离家人更近一点。“我很恋家，
父母也支持我回国创业，还会给我提供资金
和经验方面的帮助。所以我的想法很坚定，
就是回国创业，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杜祥
龙说。

董金明正在加拿大道格拉斯学院读大二，
他观察到身边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想回国就业
或者创业。“这些选择回国就业的同学中，有的
是因为家里有产业，毕业以后可以回去帮忙；
有的目标明确，想回国创业；有的是本来就不
愿意出国，出国读书的决定是家人做的，毕业
回国就毫无悬念……”

当被问到自己属于哪一类学子时，董金明

说：“我属于回国创业那类，我喜欢汽车，所以
选择了机械类专业，就是希望以后可以拥有自
己的事业。”他读的是电子机械工程专业，平时
没事时会做一些汽车改色贴膜的兼职工作，以
为未来的工作积累经验。

处于纠结之中

还有一部分学子处于观望之中，他们既喜
欢国外的生活方式，又怀念家乡的熟悉感觉，
所以正处于回国或不回国的纠结之中。

徐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
今年5月即将毕业。处于毕业季的她显得有些焦
虑：“我初步打算是先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已
经投了十几份简历，各个行业都有，但在这里
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容易。”

美国的艺术氛围吸引了徐霖，但国内也有
让她放不下的。虽然希望在国外就业，徐霖还
是会犹豫：“家人都在国内，在这里我只有几个
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说实话，有时候我也想
回国，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我也会考虑回
国找一份喜欢的工作。”

本报电 （记者赵晓霞） 日前，启德教育在京发布
《2019 中国学生留学意向调查报告》。数据及调研显示，
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学历是中国学生最主要的
两项留学动因。数据还显示，学术适应对中国学生而
言，仍是挑战。

留学目的日趋务实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底，中国留学回国人员
总数达 313.2万人，2017年留学归国人数较上一年增长，
达到48.09万人，面对就业压力，意向留学生的留学目的
也日趋务实。

《报告》显示，寻找未来更好的工作机会、寻求更高
的学历是最主要的留学动因；此外，丰富自身经历、提
高语言能力等也是出国留学的重要动因。与启德2015年
的调研数据对比可知，就业因素对中国学生留学意向的
驱动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对于职业规划的态度，调研数据显示，一半以上的
意向留学生认为留学前的职业规划非常必要，大多数中
国学生留学前的职业规划意识已经养成。在希望获得的
职业发展信息中，专业就业方向选择人数占比排在第一
位，达到了 76.5％，接下来依次是就业前景、专业就业
率、薪酬和工作签通过率。

“学术适应”仍是挑战

留学适应 （日常生活适应、学业适应、语言适应、
人际交往适应等） 方面，《报告》 调研数据显示，43.1%
的意向留学生认为“作业多，压力大”，选择“难以顺利
毕业”的人数占比高达 40.4%，选择“教学方法不适应”
的人数占比为36.6%。

但 《报告》 同时显示，在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几个方面中，中国留学生
在学业适应方面得分较高。

就此，相关留学专家表示，随着留学时间的增长，中国留学生会在学业
上逐渐适应并达成目标。

金融和会计仍是热门专业

《报告》调研数据显示，相比2015年，选择出国读商科的学生下降了7.56
个百分点，选择出国读理科的学生下降了4.12%，选择社会科学以及医科的学
生下降了3.16%和2.72%。

选择工科、文科、艺术类的意向留学生则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工
科意向留学提升了 10.61%，文科意向留学生提升了 5.11%，艺术类提升了
1.83%。

在商科专业选择中，金融和会计仍是热门专业。《报告》指出，超过五成
的商科留学生选择金融和会计专业，其它最受中国学生欢迎的商科留学专业
依次为：管理学、市场营销专业、经济学。另据相关数据显示，最受中国学
生欢迎的商科硕士 （非MBA） 九大专业为：金融、会计、商务与管理、市场
营销、经济学、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学、人力资源管理、物流、酒店管理，
其中金融和会计专业的占比超过一半，达到60.6%。

互联网发展改变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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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京发布，《报告》显示，网

络购物、在线教育等用户规模都取得较快增长。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海外学子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正因为看到国内电商行业和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留学英国的陈柯宇在2013年改学物流专业；同样，

因为看到国内社交网络的飞速发展，攻读风险管理专业的魏子然回国后选择到互联网公司就职……中国互

联网快速发展不仅给海外学子带来了便利，同时也为他们的未来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