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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身份让留学澳洲的她动力满满
留学生、老师、志愿者……虽然整日奔忙，这个济南姑娘在澳洲始终坚持全力以赴

家有儿女鹃生活吧

□记者 朱紫瑛

如今在莫纳什大学攻读传播与

媒体研究硕士二年级的陈敬贻，有三

个不同的身份，学生、老师与志愿者。

除了平日在学校上课外，中文老师与

志愿者的角色让她整日奔波于各个

志愿者活动与课堂之间，对于陈敬贻

来说，虽然整日奔忙，但日子过得幸

福且充实。直到现在，她都记得，收到

学生家长的那条表扬短信，字里行间

表达出的对这位济南姑娘的感谢，让

她始终坚持着一个人在澳洲全力以

赴的生活。

留学合租，记着先定下合租法则
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是海外学子合租生活中的最大阻碍

澳洲家长

发来感谢短信

喋喋不休也是一种
过度教育

11

综合

有一类父母对孩子总是喋喋

不休,事无巨细,样样过问,总认为

孩子还小,什么事情都不肯放手让

孩子去做 ,或者无论孩子做什么 ,
都要站在身后指指点点:你应该这

样,不应该那样。久而久之,孩子会

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 ,天性被束

缚,健康的成长被限制。

重复批评
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当孩子在学校里闯祸时，不

少父母都是把从老师那里得到的

批评教育，回到家原封不动地向

着孩子轰炸。其实，当孩子在学校

犯了错被老师批评了，回到家时

一定不希望爸爸妈妈再来一顿打

骂，这时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

帮助，帮助自己面对犯错的后果，

支持自己解决犯错造成的其他问

题，“收拾烂摊子”。

出门之前
要让孩子了解计划

出门在外，小孩不受控制、无

理取闹，往往让爸爸妈妈伤透脑

筋。首先对小孩说明你的计划，即

使是对小宝宝也一样。告诉他出

门是要做什么，以及你希望他在

外面时要怎么做。

让孩子乱穿衣服
可能激发其审美感

并非每个小家伙的审美都与

街上的成年人一般无二，因为儿

童对于自主穿着方面的觉醒要比

审美方面的觉醒早得多。做父母

的当然不愿意带一个穿鳄鱼服的

小家伙上超市购物，然而如果孩

子坚持，我们就应该让他自己做

主；同时，在小饰物方面，你也大

可以给他些自主选择的余地，这

不但有助于孩子独立性的培养，

同样会激发他的审美感。

“置换式”处罚
有时挺管用

怎么处罚犯错误的孩子?家长

姜先生采取的方式是“置换式”。

姜先生介绍，孩子曾动手打哭了

其他小朋友，却拒绝道歉。对此，

姜先生并未对他进行责骂，但却

取消了未来打算为孩子购买的3
个玩具。此举让孩子记忆深刻。此

外，姜先生表示，惩罚孩子一定要

注意场合、时间、地点，如果不注

意这些，会伤害孩子的自尊。

“赏识教育”
不是不停地夸奖

别以为赏识教育就是要不停

地夸奖孩子，它更大程度上是指

理解孩子和鼓励孩子。过度的无

谓的夸奖只会使孩子骄傲自满，

而且，听惯了父母夸大其辞的赞

扬后，在步入社会后他们很可能

只能听好话而听不进反面意见，

由此人生易遭挫折。

绝大多数留学生都有过与

他人合租的经历，无论是住学校

宿舍、自己租房子，或是住在寄

宿家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熟悉

或不熟悉的同学一同生活。如何

避免合租过程中的矛盾和不愉

快，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文化差异找共识

事先定下合租法则

留学生无论是住学校宿舍

还是自己租房子又或者是住在

寄宿家庭，都不可避免地要与其

他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而不

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

无疑是海外学子合租生活中的

一大阻碍。

王宇琦就读于加拿大安大

略省温莎市圣克莱尔学院，那里

大多都是独栋的房屋，公寓的数

量很少。本着经济实惠的原则，

她和同学一起租了一个小房子。

“虽说学校宿舍条件确实很

好，但每月高达700多加元的租

金比450加元的合租费还是高了

很多。我现在跟一个白俄罗斯女

生合租，我经常邀请她一起吃火

锅。她很喜欢吃牛百叶，每到吃

火锅时她都会问我那个菜是什

么。每次我都会不厌其烦地给她

解释：那是牛身上的一部分。”王

宇琦在视频里吐了一下舌头，

“因为我不敢保证如果我告诉她

那是牛的内脏，她还会不会吃

了。”

学子在合租过程中会碰到

很多关于文化差异的问题，而在

文化碰撞中形成共识则成了他

们的意外收获。高晶薇说：“合租

的时候，我们一般会事先定一个

规则。在舍友都在场的情况下，

我们会在一起开个会，每个人作

自我介绍，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并明确家务分配等生活细节问

题。”高晶薇坦言，对于合租规则

的制定她有自己的想法，但她认

为制定合租规则是非常必要的。

给对方留些私密空间

有时候短信问候更好

“虽然‘跨房间’的社交文化

是友好的，但这种到对方房间玩

的社交方式对于某些内向的人

而言是一场灾难，可能对方更加

习惯在自己的房间里独处。”目

前在广州某大学做交换生的埃

里克巴法罗告诉记者，国外的学

生虽然喜欢社交，但也十分尊重

舍友的个人空间。

“我不可能当着你的面说：

‘嘿！我喜欢与你来往，我希望我

们的友谊能够持续下去，但现在

我希望你能离开一下，我要回到

房间里缓一缓，与你在一起实在

耗费我的精力’。”埃里克表示，

安排集体活动时多考虑舍友的

感受也是很重要的事，“有时候，

短信问候可能比直接进房间跟

他说效果更好。”

设置公用账户

不要谈合租恋情

“设置公用账户对于合租很

重要，一些不方便细分的东西，

比如油盐酱醋，以及一些公用杂

费等都可以统一结算，方便大家

核算账目。”目前在英国读书的

张俊夫说，房租不包括水电等杂

费，起初扣水电费或买公用物品

的时候，他们四个人不得不重新

算账，平摊花费，十分麻烦。后

来，张俊夫提议开一个公用账

户，每人存入100英镑，用于公共

开销，“这种方法省时省力，还可

以有效地避免金钱纠纷。”

可能有人觉得，与合租的异

性谈一场恋爱也是一件很浪漫

的事情，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可能

并不明智。在澳大利亚留学的许

娟曾与合租的男生谈过恋爱，她

说：“一旦吵架，甚至分手，两人

同在一个屋檐下，低头不见抬头

见，不仅自己十分尴尬，而且还

影响舍友之间的关系。事实上，

留学生中因为男女关系处理不

好而产生矛盾的并不少见。”

另外，住在一起，不代表出

门时不需要锁门。一旦丢失东

西，不但会造成生活不便和经济

损失，而且还可能离间舍友之间

的感情，因此，要做好防盗措施。

综合《南方教育时报》、《人民日报》等

对于初到澳洲的陈敬贻来说，墨

尔本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初次见

面的同学与老师，竟然上来就问她饮

食习惯。“在国内，几乎不会有人关注

素食主义者这样一个人群。”陈敬贻

说，但是在澳洲，这不单单是一句简单

的询问，更是一种尊重。”

陈敬贻回忆，那是到达墨尔本之

后第一次与学校里的同学们一起吃

饭。

“陈敬贻 ,请问你是素食主义者

吗？”一位同学问道，这位初来乍到的

济南姑娘听到这个问题的当下有些迷

茫，“素食主义者？”陈敬贻停顿了半

晌，“哦，不，我当然不是。”说罢，她自

己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此后，几乎每一次集体聚餐，“素

食主义”这一话题似乎永远也绕不开，

不仅有专人去问，还会有人去做统计。

于是，慢慢地从被问到主动回答，陈敬

贻也逐渐融入到澳洲文化当中。

“若追根究底，其实都源于对一个

国家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在澳洲相当

一部分人有宗教信仰，佛教、基督

教……对动物有慈悲或同情心，使得

一部分人拒绝食用荤食。”陈敬贻介绍

说，“而尊重每一个人的饮食习惯，对

这里的学生来说已然成为他们生活的

一部分，只不过我们需要不断去适

应，并入乡随俗地学会尊重他人。”

日常生活中，陈敬贻总会尝试

着将自己的生活填满，为此她在学

校附近谋了一份中文老师的兼职。

在当地出生的华裔、马来裔、越南

裔、混血小学生成了她的学生。

“记得有一天，我在教学生学习

‘烧’字，组词‘发烧’。”陈敬贻笑着

说，“发烧的时候我们身体哪个部位

比较烫呀？”问题刚刚抛出，台下几

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回答“额头”，并

用手伏在额头上，就像警察打敬礼

一般。这时，只听见一个可爱的男孩

儿洪亮的声音喊道“Yes Sir(是，长

官)”,全班顿时哄堂大笑。“也许对

很多留学生来说，聊天、聚会、独

处……会成为他们排解压力的方

式，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孩子给了我

很大的力量与安慰。”陈敬贻如是

说，他们给予的任何一个肯定都弥

足珍贵。

陈敬贻曾经收到一条短信，“陈

老师，我家Elaine(伊莱恩)和我说，

中文老师教他们要相信自己一定能

学好中文，相信自己能行的，这给了

她很大的鼓励，太谢谢你了。”看着

简单的一行字，陈敬贻久久不能忘

怀，她只不过顺口说出的一句话，却

被这里的孩子记住，并在无形中改

变了一个人对未来的看法，“那也是

第一次，让我知道，为人师的概念与

价值。”陈敬贻说道。

尊重每个人的饮食习惯

是一种文化

因为一行生产日期闹出笑话

澳洲与国内有许多不

一样的地方。在拐弯的路

口，车辆总是会主动停下车

来礼让行人先过马路；行人

在过马路前，一定要按一下

信号灯下的按钮，表示你要

过马路；在超市结账的时

候，收银员会问你“How are
you today?”(你今天还好

吗？)你可以回答“Good,
thanks”(很好，谢谢)；如果

无意挡住了别人的道，会马

上说sorry(对不起)，而这时

对方也会礼貌地回应“ n o
wo r r i e s (别担心)”或者是

“that’s ok(没关系的)”；在
墨尔本，全部厕所都有卫生

纸；在超市结账有自助结账

机，非常方便；电讯公司随

便你换，关键是不用换手机

号，随意选择你喜欢的套餐

和供应商……太多的不同

让人印象深刻，不过也曾因

这些不同而闹过笑话。

一次回国休假后返回

澳洲，陈敬贻给外国朋友带

了包家乡特产阿胶枣，“我

当时刚递给对方，她下意识

地看了下生产日期。”结果

这一看不好，她很惊讶地大

叫 着 ，“ 你 看 上 面 写 的

2015 . 12 . 28，现在2016年
了，这都过期了。”对方说

罢，陈敬贻心里一阵疑惑，

随即马上想到其中的“猫

腻”，原来，澳洲这边食品上

的标注是“best before(限用

日期)”，而国内的是生产日

期。“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差点造成了两个人间的不

快。”陈敬贻笑着说。

陈陈敬敬贻贻((右右二二))作作为为莫莫纳纳什什大大学学开开放放日日的的学学生生大大使使，，

热热情情迎迎接接家家长长和和高高中中毕毕业业生生，，为为他他们们解解答答问问题题。。

（（照照片片由由受受访访者者提提供供））


	S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