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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考位新变化
当地时间 6 月 22 日，世卫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表示，21
日 全 球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超 183000 例 ，
是疫情暴发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天。
面对海外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
蔓延态势，中国留学生的安全时刻
牵动着国人的心。在防范疫情的同
时，海外学子的心理健康也备受关
注。如何才能缓解自身焦虑、守护
身心健康？

疫情之下，
守护学子
“心”
安全
本报记者

心理问题 不可小觑
疫情持续升级，多国仍处于
“居家令”的限制之中，不少中国
留学生的紧张与焦虑情绪也在逐
渐升级。这段日子，成为许多平
日积攒下的负面情绪与矛盾集中
爆发的出口。
“留学生平常就有的负面情
绪，在疫情期间更容易表现出
来。出国读书，感到孤单是最正
常不过的事。”在英留学生思萝对
此深有感触。“如果独自居住、没
有室友，那么与其他人的日常交
流就会很少；就算有室友，也会
产生包括生活习惯差异在内的不
少问题，并由此带来心理上的压
力负担。”
较长时间内的紧张情绪如果
无法倾诉，难以排解，很容易就
会让留学生陷入亚健康心理状
态，个别学生还会有轻生的念
头。在较为极端的案例中，有留
学生因消极心理情绪诱发身体疾
病，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丧失了行
为能力。
留学于意大利的姬妮表示，
大家关爱疫情中留学生的心理健
康是好事，但这种关心也需适
度，不然很可能适得其反地给学
子带去更大压力。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看
来，这次疫情对于海外留学生而

言也是面向心理的一场测试。
41 年 前 ， 钟 南 山 赴 英 国 留 学 时
学业与工作压力非常重，他也有
过孤独、压抑的苦恼。正因如
此，他特别能理解留学生们如今
的感受。钟南山提醒，留学生
们不仅要做好身体防护，更要
做好心理防护，这也是锤炼意
志力的机会。

正视焦虑 自我疏导
国家卫健委精神卫生与心理
健康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
大学心理学部党委书记乔志宏认
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生活
的基本秩序，让人对原有生活失
去了控制感，出现心理不适是很
正常的。专业的心理援助，对个
体稳定情绪、恢复正常认知、形
成能够应对挑战的行为模式从而
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有着重要
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中的
心理援助不同于平时的心理咨
询，并不过多触及求助者深层次
的心理问题，而是针对本次疫情
引发的情绪问题、躯体化症状和
行为问题做短暂而有效的处理，
避免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乔志
宏表示，这种类别的心理咨询所
起到的作用类似于战地医院的
止血、包扎工作。例如，求助
者因害怕感染新冠病毒而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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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手脚冰凉、呼吸急促、无
法平静，这就需要通过心理干预
来缓解。
承认负性情绪的存在，是身
体自动开启的保护机制，也是一
个建议自身主动做出调整的信
号。觉察到消极的情绪以及剥离
情绪，这都需要时间，千万不要
拒绝承认，更不要太过急于摆
脱，重回健康的心理状态是一个
循序渐进的过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主任梁宗安表示，面
对疫情时产生紧张焦虑担心等情
绪很自然，但如果这种情绪在一
定时间内没有得到疏解，就很可
能会产生抑郁表现。对于如何守
护好留学生的心理健康，梁宗安
建议，首先要科学认识新冠肺
炎。其次，如果产生了抑郁状
态，要尽可能寻求帮助，倾诉自
己的感受。留学生自己也要有信
心，相信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基础
上感染几率会大幅降低，从防疫
角度排解心理压力。

融入集体 打开自我
来到英国后，思萝就在学校
里的不少社团报了名，为的就是
丰富日常活动，多交朋友，尽量
保持与国内相近的社交状态。在
留学国拥有稳定的朋友圈，会有
效抵消异乡生活中的孤独感。

“有些学生担心自己语言交流
有障碍，碍于面子不愿参与社
团。其实多参与集体活动，在认
识许多有趣朋友的同时也能够提
升口语水平，所以，不论从哪个
角度看，这都是不错的选择。留
学生涯中，独自生活与学会分享
同等重要。”思萝说。
疫情期间，国内不少高校与
社会团体都面向海外留学生开设
了公益的心理咨询服务，引导和
帮助留学生主动疏解几个月内多
种因素下积累的负面情绪，鼓励
留学生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情绪
调节方法。除了专业的心理咨
询，网络上还有许多海外学子自
发建立的心理互助小组，彼此加
油，保持良好心态。
除了焦虑、烦闷、抑郁等较
为典型的心理不适，一些留学生
的心理问题更为隐蔽。其实，像
是居家学习迟迟无法进入状态、
疫情期间“拖延”严重……这些
问题的背后也都是或大或小的心
理亚健康在作祟，需要留学生引
起足够重视。
专家建议，留学生若是在网
课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无论是生
活上还是心理上的，都要及时向
授课教师反映或与专业的心理咨
询人员联系，不可轻视。同时，
疫情期间学子的生活作息也应与
疫情前尽量保持一致——规律的
生活不单是提高免疫力的手段，
也是保持良好心态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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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时光中的﹃它﹄

留学生活忙忙碌碌，课业繁重，还常常要面对内心的孤单与寂
寞。拥有一只宠物，平日里陪伴左右，开心时与它分享、难过时向它
倾诉，这样的生活越来越受到留学生们的青睐。从打定主意要拥有一
只宠物开始，便与另一个生命紧紧牵绊，欢乐有许多，不便倒也常
有。这个伙伴，当起来可并不容易。

生活里的温暖陪伴
“我现在感觉已经离不开它了。出
门的时候会惦记它，回家后第一件事
就是抱抱它。说它现在像我的家人一
样毫不为过。”柳致宇养了只美国短毛
猫，他说这只猫的性格有点拗，是猫
界的“抬杠一级选手”。也正因如此，
他给猫咪起了个名字，就叫“杠杠”。
柳致宇就读于日本大阪学院大
学，杠杠如今快两岁了。之前柳致宇
一直想养一只宠物，在国内时父母不
同意。如今，他在国外独自求学，也
想能在屋子里有个伴儿，于是便认识
了杠杠。
留学生已成为宠物店老板最重要
的客户群体之一，其中原因，便是看
中了宠物的陪伴属性。“在东京，中国
人开的宠物店并不少见，网上还同时
提供留学生养宠物所需要的多种服
务。我周围的不少朋友也在网上联系

5 月 26 日，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声明，取消 6 月海外托福、雅思、GRE、
GMAT 等考试，同时取消 6 月 20 日举行的剑桥通用英语五级 FCE 考试、6 月
28 日举行的 LSAT，考试费将全额退还至考生个人报名账户。
语言成绩在申请海外学校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 2020 年秋季入学的
申请季已基本结束，主要受到影响的是今年下半年提交材料、申请明年入学
的准留学生。如今距离申请季还有几个月，学生依然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准备
和参加语言考试。
根据往常经验，由于不可抗拒因素取消考试后，考试单位有可能会在后
续适当增加考位，以满足考生的考试需求。但是，上半年考试陆续取消，可
预见的是下半年考位竞争必定会非常激烈，需要转考的同学应尽早锁定距离
自己较近的考位，及时关注考位动态。
在延迟考试的时间里安心复习，做更充足的准备，待开考后一举考出理
想成绩，才是当前情况下的上上策。
对于目前急需语言成绩的同学来说，可以选择参加其他替代性考试，如
多邻国考试 DET、PTE、IELTS Indicator、托福 ITP 中国版、托福家庭版考
试等。与此同时，包括英国伯明翰大学在内的不少海外院校认可英语六级成
绩，学子需要根据不同英语考试的特点、目标院校所认可的考试项目来选择
考试。近几个月，陆续有海外院校放宽条件、延长申请时间，考生需要及时
关注目标院校相关政策，与校方保持沟通。

买宠物，会有专人送到家门口，挺方
便的。”柳致宇说。
对于留学于加拿大多伦多的豪伦
来说，自己养的拉布拉多犬早已是留
学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我已经
离 不 开 它 了 。” 听 话 又 懂 事 的 拉 布 拉
多，在多伦多是豪伦生活里最温暖的
陪伴。

遵守当地规章制度

在饲养宠物前一定要征得房东同意，
不然很容易发生矛盾或纠纷。“我的房
东一开始也并不同意我养杠杠，但我
一直在跟她商量，希望她能够理解和
支持。幸运的是房东人很好，最终同
意了我的请求，她其实很理解学生独
自在外求学的孤独和不易。”

鲍佳音

目前，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对于有留学计划的同学来说，一些
既定打算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对于这些准留学
生来说，该如何在当前情势下完成自己的留学
规划呢？

了解学校新动态
新冠肺炎疫情也直接影响了准留学生的签证办理和交通出行。面对不少
国家和地区采取的出入境限制措施，很多已经拿到 offer 的同学对于秋季是否
能够顺利入学感到忧虑。
当前赴美留学态势如何，是公众关注热点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
峻、美国非裔男遭暴力执法致死事件持续发酵，这些都让有留学美国打算的
中国学生陷入忐忑和纠结中。
其实，美国诸多院校正陆续推出延迟入学、在线授课等措施，以将国际
学生赴美留学的不利因素降至最低，同时，不少院校也允许学生申请延期一
年入学。对于已拿到今秋美国入学 offer 的同学来说，应该第一时间与校方取
得联系，咨询学校的具体要求，同时密切关注院校秋季教学安排。对于尚处
于申请准备中的学子而言，还有更多时间观望事态发展，在准备申请的同时
留心相关政策变化，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目前许多国家都对留学政策进行了调整，以英国为例，自 2021 年夏季开
始，完成学位的国际学生都可以申请为期两年的 PSW 签证 （旨在让拥有学士
及以上毕业文凭的国际留学生毕业后，有时间在英国找工作或开展商业活
动），这对有意向留英工作的同学无疑是重要利好，而自 6 月 1 日起，国内的
英国签证中心将陆续开放，学子可预约办理。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已拿到 offer、准备入学的学生来说，目前无须
过度焦虑。在留学目的国恢复签证办理后，准留学生也很可能会面临入校后
先进行自我隔离等情况，因此，准留学生要及时关注留学目的国的入境防疫
动态，耐心等待签证恢复开放。

提高申请竞争力
申请留学过程复杂、时间跨度大，语言成绩、在校各科平均成绩、实习
或科研经历等都会影响最终录取结果。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地打乱了
许多学生的留学准备进程，眼下最紧要的，便是根据疫情现状及时调整自己
的安排，将留学前需要完成的事情按照时间节点一一列出，有序落实，区分
出疫情之下哪些是可控因素、哪些是不可控因素。
诸如语言考试被迫取消等不可控因素，学生需要思考的是尽量将已带来
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在不确定何时开考、不确定签证何时开放办理的这段
时间内，准留学生在认真备考的同时，还可以申请一份含金量高的线上实
习，也可以申请参与本专业的远程科研项目，积累实践经验。
可控因素是学生本身的申请竞争力。对于今秋或明年有留学计划的学生
来说，应该有效利用这段时间查漏补缺，前置留学准备方案。这恰恰是一些
自身实力相对较弱的学生在留学申请中增加竞争力的绝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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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杠并不是柳致宇的第一选择，
他本想养只狗。
躲不掉的牵挂
“在日本养狗需要专门办理养狗
证，并且我租住的房子面积不大，养
狗不太方便。”综合考虑后，柳致宇认
“杠杠特别粘我，每次我出门它都
为还是养猫更适合自己目前的生活。
很舍不得。我一回家它就跑到门口迎
对此，豪伦也深有感触。“加拿大
接，在家更是寸步不离，上厕所都得
养狗也需要办理多种证件，遛狗的时
跟着我呢！”柳致宇笑着说。“以前我
候得仔细处理好粪便。在加拿大养宠
回家挺晚的，现在有了杠杠，总想早
物的人非常多，因此各种规定也比较
点回家，心想它还在家里等着呢。”
多，留学生如果想要养宠物，一定要
柳 致 宇 还 有 许 多“ 幸 福 的 烦 恼 ”。
了解并遵守当地各项规章制度。”
“为了让杠杠住上合适的猫屋，我先是
与此同时，留学生们还必须关注
自己做了一个，又在宠物店反复挑选，
当地的动物保护法。“有时我们在街头
可 算 找 到 了 ！杠 杠‘ 搬 新 房 ’那 天 很 开
会看到流浪猫、流浪狗，有些是被主
心，我也很开心。”对于饮食，猫粮挑来
人遗弃的。个别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准
挑去，柳致宇笑称他对自己的饭都没这
备回国的时候，会做出遗弃宠物的行
么上心过。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从此
为，这非常不应该。在加拿大，这样
成了生活中一份甜蜜的牵挂。
的做法是违法的。”在豪伦看来，从决
说起在国外养宠物的感受，柳致
定养宠物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对另
宇和豪伦说得最多的便是“家”与
一个生命有了沉甸甸的责任，没做好 “陪伴”。养拉布拉多之前，豪伦曾经
这样的思想准备就干脆不要养。“办好
历了很长时间的纠结，“对我们来说，
手续，将宠物托运带回国也并不麻
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它来说
烦，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 我们却是它生活的全部。所以养宠物
豪伦说。
真的没那么简单，决定了，就要认认
柳致宇提醒，租房居住的留学生
真真地对它负责。”

暑期将至，
暑期将至
准留学生如何调整
留学计划？
暑假将至，准留学生如何调整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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