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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留学热
有的小娃娃
还出国读小学

9月14日，成都福
兴街一家留学中介，
一大早前来咨询出国
留学的人仍然络绎不
绝。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在成都各
大留学中介机构走访
发现，自费出国热度
依然高涨，就整体人
员分布情况来看，呈
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
势。

教育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6年，我国
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54.45万人。

其中，自费留学
49.82 万人，占出国留
学总人数的91.49%。

而 2014 年，自费
留学人数为 42.30 万
人。

不过，从 2012 年
起，自费留学比重便
一直保持在92%左右。

今年17岁的李玟
将于明年从成都一所
国际学校毕业，在妈
妈的陪同下，到该机
构咨询留学事宜。

她准备申请美国
的一所学校，明年出
国读大学。实际上，
李玟从去年就已经开
始准备托福考试。

“成都留学市场
非常好，国际学校越
来越多，很多学生家
长很早就有送孩子出
国留学的想法。”该中
介机构总经理李先生
说，成都国际部、国际
学校项目超过 30 个，
留学热也因此不断升
温。

此前，出国留学
的 人 以 出 国 读 研 居
多，占到出国留学总
人数的 60%。但近几
年，更多的是出国读
本科和高中，“低龄化
趋势明显。”更有甚
者，有年龄低于 12 岁
的群体选择出国读小
学。

“2008-2012 年 ，
出国留学出现井喷，
每 年 增 幅 在 20% 上
下 。 近 几 年 有 所 放
缓，但增幅仍在10%左
右。”李先生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董兴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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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选择：
留学回国后，
做起了按摩技师

“我和她爸都是有头有
脸的人，她这样整，叫我们如
何出去见人？”虽然已经过去
了一阵子，张女士讲起女儿
的行为仍然十分气愤。

“她初中刚毕业，我和她
爸就送她到澳大利亚某知名
学校去留学了。她在澳大利
亚学了几年，却迷上了按摩，
毕业回国死活要从事按摩行
业，要当一个职业按摩师。”
张女士一边讲述女儿的经
历，一边叫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评理，“花了上百
万送她留学，她就想在成都
当个按摩技师，简直把我和
她爸的脸都丢光了。有段时
间，我简直都不想认这个女
儿了。”

为了这件事情，张女士
及丈夫与女儿发生了激烈的
争论。张女士说，女儿在澳
大利亚学了按摩，她去澳大
利亚看望时，还作为顾客体
验了一下女儿的技术，感觉
还是可以。

但是，作为当妈的，哪个
想让留了学的女儿去当一个
按摩师呢？张女士和丈夫坚
决反对，女儿却要一条道走
到黑。

2015年底，女儿回国后，
在成都找了一家中医理疗
馆，像模像样地上起了班。

“女儿去中医理疗馆上
班后，我经常开着车去悄悄
看她。看着她在那里给别人
按摩，我只有悄悄抹眼泪。”
张女士说，那段时间，她不敢
告诉任何人，实在郁闷不过
了，才悄悄向一个闺蜜倾诉，
成天叹息，差点得了抑郁症。

妈妈的反击：
再送出国，
悄悄给女儿开工资

“女儿只有一个，她死活
要当按摩技师，我没有办法，
只有暂时顺着她。”张女士告
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但千万别以为我投降
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
她干这个的，我悄悄发起了
反击。”

为让女儿放弃做按摩技
师的选择，张女士与丈夫做
了一个局。

2016 年春节前后，张女
士借春节旅游，特别安排一
家人去澳大利亚深度游。旅
游期间，特别安排去拜会自
己在澳大利亚的企业朋友。

在这场事先“安排”好的
见面中，这位企业家朋友详
细询问了张女士女儿的经
历，当听说她刚从某校毕业，
就热情地伸出橄榄枝，希望
她到自己的公司工作。

“女儿听了有点心动，我
和她爸立即就在旁边做工
作。几个回合下来，女儿同意
了，很快就在澳大利亚的企业
上班了。”讲到这里，张女士明
显十分得意地说，“女儿哪里
知道，她在澳大利亚上班所领
的工资，都是我悄悄打进朋友
账上的。她挣的每一分钱，都
是我给她开的。”

“这一场母女‘战争’下
来，虽然我是胜了，但我也是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
唯一让张女士欣慰的是，现在
女儿在澳大利亚完全安定下
来了，不仅彻底抛弃了当按摩
技师的想法，还离开了朋友的
公司，有了自己的事业。这个
月刚完婚，可以说是事业、爱
情双丰收了。

性价比降低？
不能只拿第一年工资说事

张女士与女儿的“战争”，将出国留
学花费巨资回国后就业不太理想的社
会现象反映得淋漓尽致。

花几百万留学，回国后要工作几十
年才能挣回来，到底还送不送子女出国
留学？对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采访结果显示，目前，国内每年有
超过50万人选择出国留学；相应的，每
年也有数十万海归回国，因而无法用单
一个案来以偏概全。

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多种多样，
去的国家、选的学校、所在城市也千差
万别。很难只用“留学花了多少钱”和

“回国工作月薪多少”来衡量出国留学
是否值得。

“出国留学，尤其是在美国等费用
较高的国家，留学6年花200多万，的确
有这样的情况。”启德教育集团成都分
公司总经理林泽馨说，留学生回国就业
时，“一个月只有 2000 元底薪，差了
1000倍，这个现象的确值得深思。”

林泽馨说，再加上如今用人单位在
选择新人时也很现实，“考虑的是新人
加入企业能带来什么样的价值。”刚毕
业的学生，即便有海外留学背景，但没
有太深的职业背景，因此很难在短时间
内创造出多大的价值。

但是，林泽馨认为，如果只是简单
地拿海归留学生第一年的低收入作比
较，如此下结论还太早。

“留学生和国内的大学毕业生相
比，不能说海归就具备绝对优势。但从
外语能力和适应能力、生存能力来看，
海归的优势更明显。”林泽馨说。

“应该把留学生放在毕业后 5 年，
甚至10年的时间维度来看。在这个维
度内，看留学生的提升速度和发展空
间，这样更客观一些。”林泽馨说，“尽管
留学投入和工资收入差了 1000 倍，但
这个差距可能只在第一年。”

经过第一年的起跑后，“留学生可
以不断地把学习积累释放出来，
5年后，会达到更高的高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也认为，出国留学既有经
济账，更有教育账。

“如果只算经济账，很难解
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会选择
送孩子出国留学。”只要算好教
育账，在家庭可以支付出国留学
费用的前提下，出国留学不管经
济账如何，都不会“亏”。

着眼事业发展
不过分看重投入和产出比

调查发现，不少送孩子出国
留学的家庭，并不过分看重投入
和产出比。这类家庭，大都有较
强的经济实力，在留学花费方面，
也远比“6年花200万”多得多。

成都市民李先生，在儿子小
学毕业后就把他送到了英国，小
李在英国从初中一直读完了博士。

去年，小李毕业后，回到成
都工作。前后算下来，小李在英
国读了10多年书。“一年按50万
算，总共花了至少600万。”

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花
600 万供孩子出国留学，都是一
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若计算投入、产出，假设小
李一回国就找到月薪 1 万元的
工作，要想挣回花掉的600万，足

足需要50年，直到退休也挣不回成本。
但这笔账显然不能这么算。“首先，

家里既然能负担得起这笔费用，就不会
想让他赚回来的问题。”李先生说，其
次，儿子在国外10多年的积累，未来在
事业上会有更大成就，不能只看眼下月
薪多少。

与李先生有同样想法的，还有成都
人王先生。

2010年，王先生送儿子去美国名校
华盛顿大学留学4年，前后花了130余
万元。这笔钱对王先生来说，虽然略感
吃力，但也能勉强应付。

王先生说，他也不会去算投入产出
比，“儿子学到了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
这些钱划得着。”

起点虽然差不多
但海归后续提升潜力更大

生于 1987 年的绵阳人王仕锐，在
取得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博士学
位后，又去哈佛大学读了个博士后。

2014年，王仕锐回到成都，进入互
联网医联领域创业，开发了针对医生的
学术社交平台医联APP。刚满30岁的
他，入选2016年中国40位40岁以下的
商业精英。

王仕锐此前接受采访时透露，在美
国的求学经历，让他看到了互联网对医
疗的改变，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互联网医
疗的滞后，并萌发了创业念头。

其实，在每个行业领域，都可以找
到不少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佼佼者。

“比如酒店管理专业，中国留学生
在国外学完这个专业回来后，进入国际
五星级酒店工作，起薪都在3000-4000
元。”林泽馨说，在国外学酒店管理专业
投入并不低，“学费、生活费算下来，一
年要花 20-40 万元人民币。尽管他们
有的从前台做起，但经过几年，虽然与
国内学生在同一起跑线上起跑，海外留
学生的提升价值会更大。”

林泽馨现身说法，他也是一名海
归。2002 年到 2008 年，他在法国一所

学校学习供应链管理，毕业后曾在当地
工作一年。

“当时一个月收入接近2000欧元，
生活很轻松。回国后第一份工作，底薪
不到 3000 元人民币。”林泽馨说，但在
此后的工作中，留学经历对自己的提升
有很大帮助。

“我也遇到过一些家长，真的是倾
家荡产，卖房子供孩子出国留学，我觉
得这有些急功近利。”林泽馨说，不排除
有的家庭把出国留学作为投资，“把房
子变成孩子更好的未来。”

但重要的是，将这种投资设定多久
的回报预期。可以肯定的是，预期当然
不是一年。“海归学生和家长，都需要沉
下心来。”

工资低很正常
别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

9月15日晚上7点，已是韩国时间
晚上8点，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接通微信语音聊天时，黄雪刚从兼职
的服装店下班。

今年底，广汉女孩黄雪将从韩国成
均馆大学毕业。大四这年，她每周有三
四天在服装店兼职，“从早到晚站10个
小时，中间只有1个小时吃饭休息。”

2012年，已在上海一所大学上大二
的黄雪决定休学，准备去韩国留学。此
后，她放弃学籍，到韩国成均馆大学从
大一开始学起。

黄雪算了一笔账，留学 4 年，每年
学费加上生活费，总的下来要花 14 万
人民币。她坦言，家里并不是特别富
裕，“父母的收入加起来，刚刚够。”

“毕业后如果回国工作，我对一开
始的工资预期是3000-4000元的样子，
只要满足生活就行。”黄雪说，她回国后
希望能进入一家媒体公司或翻译社工
作。

她知道，对一个职场新人来说，没
有多少资本要求高薪。“留学生回国后
可能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其实，国
内的学生更了解形势，海归应该抱着学
习的心态，先花时间去适应国内的节
奏。”

对于最近关于出国留学的热议，黄
雪也有自己的看法。“刚开始工作工资
低很正常呀，第一个月相当于交学费，
能拿到工资就不错了。”

黄雪说，“如果第一个月就给我七
八千元，我拿着心里都会不安。什么都
没做，给我那么高工资干嘛？”

不过，黄雪也知道，收入低只是暂
时的。“不要只看出国留学花了多少钱，
现在挣多少钱，以前花的钱，都是为未
来的提升空间买单。”

而且，留学的经历无论如何都是一
笔财富，“在韩国看得多了，哪怕回国开
一家服装店、韩餐厅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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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家留学中介机构，工作人员接待前来咨询的学生。

当海归不再吃香
你还让孩子

“花上百万送女儿去澳大
利亚留学，几年学习下来，女儿
毕业后居然迷上了按摩。回国
后到了一家中医理疗店上班，
干起了按摩师，这让我这个当
妈的如何见人呀？”9月初，成
都一位妈妈看到封面新闻转发
的“杭州女孩6年花200万留
学，回国工作被开2000元底
薪”新闻后，感同身受，向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讲述了
发生在女儿身上的经历。

留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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