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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留学呈现四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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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真是不容易。远离故乡、语言

不通、习俗不熟、规矩不懂，经常莫名其妙

就闹乌龙。

日前，在纽约州留学的张某向中国驻纽约

总领事馆求助。称自己因琐事与同学发生争

吵，竟然被校医送到了精神病院。纽约总领事

馆也表示，已经接到过多起中国公民因自身表

现被强制送精神病院诊治的求助案例。

说话不注意，

你就有可能成为“精神病人”
据报道，美国对“精神病人”的处置十分严

肃，各州均有为精神病人提供救助的法律规

定。

日常生活中，美国大学对待学生患精神疾

病的情况往往更加小心谨慎。校医评估学生可

能存在精神异常的，一般会在第一时间将其送

到精神病院诊治，以确保其人身安全。学生的

精神状态、言行举止都是校医当时做出判断的

重要依据。

纽约州的《心理健康法》规定，当事人一旦

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即便其精神没有问题，

留观期内未经医生同意也无法出院。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对于这种现象，在

海外生活的华侨华人以及留学生们需要高度

重视。生气也要保持理智，千万管住自己的嘴！

2017 年 11月，华盛顿大学的一名中国留

学生去小区管理处填维修单。因为心情不好，

在跟小区管理员讨论家里物品维修时发生争

执。

管理员虽然察觉到她的精神状态不

好，但并没有把她送回家，也没通知室友

或紧急联系人，而是直接打了 911。报警

后，该留学生被当作有精神问题，直接被

送进了医疗中心。

一对夫妻前往纽约旅游，在旅馆外因争吵

推搡起来，引起了两名路人的注意并报警。警

方到场后，男方被以涉嫌家暴罪名被捕，面临

第二天保释、出庭、聘请律师等费时伤财的司

法程序，原定回国行程也不得不推迟。

经过此事，夫妻双方都受到了深刻教训，

追悔莫及。

中国使领馆提醒：

避免无心之失导致不必要的麻烦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表示，在接到被送精神

病院的众多求助案例中，其中有人经诊断确需

专业治疗，入院后得到及时救治。也有人因未

控制好情绪与人激烈争吵，出现不当言行或沟

通误解，被怀疑患有精神疾病而送医检查。

我们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一些话，在自

己看来可能无比正常，也鲜有人当真。不过，在

国外，任何带有威胁，恐吓的话都有可能带来

麻烦，甚至成为呈堂证供。

（节选自《华侨华人》）

郑琳瑶正在加拿大菲莎河

谷大学读经济学，马上就要读

大四了。郑琳瑶热爱美食、喜欢

体验不同国家的生活和文化。

除此之外，她特别爱好表演。

攻读经济学
但更喜欢拍戏
比起其他在海外的学子，

郑琳瑶回国的次数更多。几乎

每逢假期或空闲时间，她就会

跟着剧组拍戏。2017年，郑琳瑶

在电影《网红是怎样炼成的》中

扮演一名导演。从初中的时候

在《节振国传奇》中表演了大约

1分钟开始，郑琳瑶知道自己真

的很喜欢演戏。后来出国读大

学虽然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但

是她始终都没有放弃演戏这个

爱好。

“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是

夏天。拍戏之前我去剧组探

班，看到演员在 7月份穿着

棉衣，每一场戏结束后都满

头大汗。”郑琳瑶说。第一次

进剧组的时候，她才读初中。

那个时候她只是懵懵懂懂觉

得演戏很有趣，那次探班让

她知道了演员这个行业并不

只是表面上的光鲜亮丽。

拍过十几场戏的郑琳瑶比

起其他中国留学生，更喜欢表

现自己。她说：“到国外以后，很

多中国学生口语不是很好，更

不用说上台讲话或者进行演讲

了。相反，我很享受舞台带给我

的感觉。虽然我的口语也不是

特别出色，但是参加演讲之类

的活动我都充满自信。”

做志愿者
让她更有责任心
大二结束的时候，郑琳

瑶报名参加了一个美国圣地

亚哥夏令营活动。她作为志

愿者助教，为参加夏令营的

孩子提供无偿服务。“我很喜

欢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和生

活。但是旅行又往往走马观

花，不能很好地体验当地的

风土人情，所以我就选择了

这种方式。”郑琳瑶说。

郑琳瑶的搭档是一位看起

来很严肃沉稳的老师。口语不

是很好的她跟这位老师交流的

时候很担心对方听不懂。但这

位老师在跟她讲话时会很贴心

地放慢语速，并且提前给她课

件，让她可以充分准备。

志愿者不但负责帮助

授课老师进行教学，还要做

厨师和服务员，负责学生的

饮食起居。每天 10 个小时的

工作也让郑琳瑶和其他志愿

者崩溃过。“工作了一个月

以后，我们都快不行了，压力

太大了。每天每名志愿者要

照顾 100个学生，10 个小时

里里外外忙活，真的让人受

不了。”郑琳瑶说，“但是我们

一起抱怨之后，第二天还是

照样完成自己的工作。参加

夏令营的都是初高中的学

生，他们经常会送给我们小

礼物、家乡的特产等，让我们

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韩辉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

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郑琳瑶：

阴 刘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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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留学

去年 9月，李梦玮入读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攻读国

际公共与政治传播专业的研

究生。回顾这一年的留学生

涯，李梦玮笑笑说“是从紧张

孤独到独立应对”。

“从未想过会那么想家”
李梦玮在大二下学期就

确定要出国留学，也得到了

家人的支持。刚到英国时，日

子过得很充实。“虽然要一个

人买菜、做饭、洗衣服，但是

以前在家从来没有做过，还

觉得挺充实的。”李梦玮说。

不过这种充实的日子并没

有持续多久，开学约 1个月之

后，李梦玮就感到有些苦闷。

“相比于料理琐事，更让

人难受的是陌生环境带来的

孤独。当地人很热情，我周围

也有不少中国学生，但离家太

远了，还是觉得孤独。”李梦玮

说，只有身处国外才能感受到

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存在，

“中国留学生刚来时都挺孤

独，朋友圈发的那些热闹的生

活照很大一部分都是‘照骗’，

毕竟没有人愿意让别人看到

自己凄惨的那一面。”

李梦玮是一个坚强的姑

娘，并未沉浸于伤感的情绪

中，而是逐渐调节自己的状

态，适应新的环境。“毕竟年

轻嘛，年轻人适应力都挺强

的。”她笑着说。

不过李梦玮也提到，虽

然适应了新的环境，但身处

异国的思乡之情却不易排

解。“我没想到自己会那么想

家。”她回忆说，有一次为了

缓解课业压力，去了附近的

一家中餐馆。她点了一碗羊

肉面，一边吃面一边和父母

视频。“我发现面条里有切成

片的当归，就夹起来给爸妈

看，我爸就说：‘当归当归，吃

到当归就是应该回家了。’当

时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也

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什么是思乡。”

“时间不够用”
想家的时候，李梦玮会

和爸妈、男朋友聊天，或去健

身房锻炼，或者看看综艺节

目和电视剧。“娱乐和运动是

排遣思念的好方法，会让人

轻松很多。”李梦玮说。

李梦玮表示，除了家人

朋友之外，最想念的就是中

国菜。“我常吃到的是炸鱼、

薯条、汉堡和咖啡，觉得还是

国内的饮食好。”李梦玮说，

“我现在最想吃的就是火锅、

麻辣烫和烤串，一想口水都

要流下来了。”

李梦玮在国外学会一项新

技能———做珍珠奶茶，“英国的

奶茶太贵了，中杯就要 30多元

人民币，不划算，所以一般都是

自己买珍珠和牛奶来做。”

除了会不时想家之外，李

梦玮已经适应了国外的大学生

活，也找到了学习窍门。她告诉

笔者，研究生阶段，需要完成课

题、论文、报告，为了防止课业

积压顾此失彼，在学期开始就

整理好各门课程的时间表，设

定好事项提醒，一开学就快马

加鞭往前赶学习进度。

“每天都要写论文，如果

不提前规划好，彻夜不眠都来

不及。留学期间，我最大的感

受是时间不够用。”李梦玮说。

学会独处是最大改变
谈及留学的心路历程，李

梦玮说：“这一路的心情起起伏

伏，不过好在都过来了。”

她表示，尽管学到新知

识很开心，但是真的很累，

“我们需要不停地写论文，甚

至连假期的时间也用上了，

所以我希望在硕士毕业后先

回国就业。”

在英国这一年，李梦玮

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学会

了独处。“因为大家都是各学

各的，这很考验学生独自学

习的能力。同时，要想提高学

习效率，就需要静下心来。”

李梦玮说，“留学期间，我并

没有时间去交朋友。”

这一年的留学经历，对

李梦玮来说非常珍贵。这段

时光带给她转变，也让她成

长。“主要是心态变了。”她

说，“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学会独处，才能学会成长；学

会思考，才能把握未来。”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前，新东方在京发布

《2019中国留学白皮书》。调

研数据显示，艺术留学呈现

出四大特点。

第一，艺术留学目的国以

英美为主，欧亚国家上升明显。

据新东方前途出国副总

裁郝斌介绍，美国拥有成熟

的文化艺术产业，因此成为

了中国艺术留学生的主要选

择；英国则以其艺术学术的

创新，同样成为中国留学生

青睐的留学目的地之一。

“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多，

近几年中国学生选择的国家

也变得更加多元。荷兰、芬

兰、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艺术

院校，逐渐成为艺术设计类

专业学生的选择。”郝斌说。

第二，中国学生申请的

热门艺术院校集中在英国伦

敦和美国纽约。

白皮书显示，学生们意

向申请的热门艺术院校中，

排在前五位的院校均位于伦

敦和纽约。比如，英国的伦敦

艺术大学以及美国的帕森斯

设计学院、罗德岛设计学

院、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普瑞

特艺术学院等颇受中国学子

欢迎，成为热门院校。

“美国的这4所学校有一

个共同点，都是综合性较强的

设计学院，涵盖了众多艺术设

计专业，学生可以在学习过程

中获得很多交叉学科知识，丰

富自己的学习经历。”郝斌说。

第三，研究生留学群体

逐年上升。

据郝斌介绍，来自新东

方旗下艺术留学机构斯芬克

国际艺术教育的申请数据显

示，前几年选择出国就读艺

术专业本科的学生更多。如

今，选择出国读研究生的学

生逐年上升，其占比从 5年

前的 30%，到今年已上升到

约 50%。

第四，申请专业更为

多元。

白皮书显示，从艺术类

留学生的专业选择分布来

看，占比最多的为服装设计，

其次是平面设计、景观设计、

工业设计。而从近 5 年来专

业选择占比分布的动态变化

来看，选择服装设计和平面

设计的占比呈下降趋势；与

此同时，选择电影、动画设

计、工业设计、景观设计等专

业的占比均呈上升趋势。

“可见中国学生在专业选

择方面更加多元和均衡。他们

的专业选择与我国的经济和

产业发展息息相关，从专业选

择的倾向上我们可以看到，与

影视、娱乐、文创产业相关的

专业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学生

的选择。”郝斌说。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刘紫雯

从紧张孤独到独立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