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游学是为了今后的留学做

铺垫，提前了解一下目标国家的

风俗习惯、生活习惯、环境以及

教育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

必要，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了

解孩子想要去的国家、大学以及

孩子想学习的专业。这些需要了

解的信息包括学校历史、师资力

量、教学理念等。”昂立进修学院

副院长王爱臣认为，游学主要是

去玩的，就是以学的名义去玩。

“ 孩子还是要出去转转的，还是

有好处的，只是投资大点。”

据介绍，现在出国游学项

目，都会提供一些课堂体验。一

般是上语言（ 英语）类的课程，

和国内的外教课差不多，但是国

外的课余活动比较多。有些机构

也有办专业课的，但所占的比例

不多。因为这个不好安排，而且

容易出现一些专业用语听不懂

的问题。

专家指出，游学现在一般都

是在假期举办，但有些学校也已

经放假，可以体验的课程不多。

不过可以利用周末一两天时间

到当地的大学里去看看，但是不

建议走太多的地方。

如果纯粹是为了提升英语

水平，专家并不建议去报名参加

游学团。虽然，对英语的帮助肯

定是有的，但是性价比不高。同

样花几万元钱，在国内找个学英

语的地方收获肯定比出去一次

来的大。

对于游学项目的选择，专家

建议，家长不应该太过功利，很

多教育都是潜移默化的，不能指

望孩子在短短一个月内的游学

就有突飞猛进的收效。如果能够

承担游学的费用，并且希望孩子

能够体验一下在异国独立生活

的情形，让孩子多去国外看看走

走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带着攀比

的心态或者抱着要让孩子成为

“ 天才” 的想法去参加这些项

目，或许回来以后就不仅仅是失

望能够一言以蔽之得了。

所谓游学，在孩子“ 游”的

过程中自然能够有所学。但是，

业内人士认为事先体验下当地

的教学和风俗习惯是好的，但是

游学一般半个月到20天，时间比

较短，而要走的地方比较多，如

果主要是为了体验，感受其实并

不准确。专家建议中学生假期

里，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出去

走走，不妨去体验下美国的教学

生活，因为他们的课余活动非常

丰富。

专家建议 为留学而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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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渴望开阔视野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利用暑假
出门游学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 今年暑假，你去哪
儿了？”如果你哪儿都没去，在同学眼里，可能就out
了。因此，目前有不少打着游学旗号的机构，在暑期进
行大量的宣传推广。

本版撰稿 青年报记者 郭漪 实习生 钱嘉妮 徐鸿婧

暑期补习班、夏令营，这些都OUT了，现在流行出国游学，不过其中乱象不少

学费高 水分多 低龄化 游学游学“ 游而不学”

记者在网上键入“ 游学”进行

搜索，立马就出现很多条内容，琳

琅满目。随便点开几个网页，每一

个游学课程项目看上去都非常诱

人：景色优美、线路实惠、活动丰富

⋯⋯甚至有些机构用上了名人打

广告，让人看了以后觉得不让孩子

出去游学一次是不是太out 了？

“ 游海外名胜”、“ 访世界名

校”、“ 留学初体验”、“ 全新教学

感受”是游学共同的主打牌，如何

选择游学项目与机构就特别有讲

究，有人看重大品牌，也有人看重

的是项目的实际内涵。

记者还找到了一个将各游学

项目进行分类的网站，可以像淘宝

上的商品一样通过勾选出发城市、

目的地、费用、天数等筛选游学项

目。网站上还提供了不少攻略，让

初次接触游学的人稍有眉目。

游学项目琳琅满目

联系我们 qnbjjzk@163.com

游学还是旅游先看清
据了解，社会机构组织的游学

项目一般都会有所侧重，有以游学

为主的，也有以旅游为主的。主要

还是看报名的时候给的行程单。

除参观名校外，当地的一些景

点、文化点之类的都会去，但主要

看侧重点，有的旅游的成分更高

些，去的地方就会比较多。而游学

的成分占主导的，去的地方就相对

比较少。

住宿一般会安排在营地或者

中学里，有的时候也会住宾馆，但

很少有住当地人家里的。不过，如

果可以找到住家的话，不妨是个很

好的体验。

正规学校组织才有保证
现在许多学校都有组织本校

学生在假期出国游学交流的项目。

然而，学校组织的出行，一般对参

加的学生要求比较高：校方会对学

生进行一系列的评估，例如学生的

学习成绩、家庭情况，以及任课教

师评价等。

学校组织的团大致在1 0个人

左右，平均花费在一两万元（ 不包

括领事馆收的保证金），学校会包

飞机和住宿，相比自己找机构游学

来的便宜些。

[侵权个案]
“ 韩亚空难”事件江山中学赴

美游学遭家长“ 借游学牟利”质

疑：

一、作为由校方组织的活动，

校方从未向家长出具包括参加夏

令营活动学生的条件、参加学生家

长须提供的有效证件、夏令营活动

主题内容、活动时间安排、活动负

责人、带营老师、费用组成，以及由

校方加盖公章的规范性活动简章

等。

二、没听到过校方与学生家长

签订夏令营活动期间，涉及学生活

动安全全程监护的责任书。

三、为期15天的活动，校方开

出的综合费用是28880元（ 还不包

括自己办护照的费用）。校方没有

对这笔费用的构成作出明示。并

且，对校方多位带营老师、领导的

活动费用，是否是他们个人出，还

是校方出，抑或是摊派在每个学生

的身上等敏感问题，也未做出明

示。

盘点市场各种“ 乱象”
今年5月，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不得以盈利为目的

组织出国夏（ 冬）令营，原则上不组织低年级学生出国参加夏（ 冬）令

营等有关活动。但是在游学市场中，各种“ 乱象”仍然层出不穷。

游学是一个“ 行万里路，读万

卷书”的过程。学生在游学期间主

要是为了体验，一般半个月到20

天，以学习语言课程、参观当地名

校为主，一般会安排入住当地学校

或寄宿家庭，参观游览国外的著名

景点和文化点，将“ 学”与“ 游”相

结合。

外出游学可谓价格不菲。记者

从沪上几家知名游学机构获悉，美

国20天左右的“ 名校游”报价基本

都在5万人民币左右，也有价格更

高的。这些费用里面包括了国际机

票及税费、学习活动费、境外食宿

费用、导游费用、游览用车、签证

费、报名费、教材费、证书费、保险

费等等。而由旅行社推出的1 4天

的美国西海岸名校游报价则在3万

元上下，费用囊括了机票、食宿、导

游和景点费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各

大机构都看中了“ 游学”这块大蛋

糕，导致近几年游学夏令营招生越

来越困难。部分机构的个别游学团

甚至因找不到足够的生源而被迫

取消。

据悉，游学行程包括深入游览

大学校园、请到名校外教授课、体

验美国的课堂生活等等。但也有家

长对此提出异议：现在国外很多名

校都是全开放式的，并不限制旅游

者进入。而且，有些国家当地学生

也同样已经放假，所谓和当地学生

一起上课是否能够实现？而实现了

是不是又值这个价钱呢？事实上，

国外一些社区接待往往是免费的

公益性质的，但游学机构依然会向

学员收取费用，对此，家长和学生

认为太“ 黑”，但是由于缺少规范，

因此维权都很难。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 7岁娃漂

洋过海去游学”，引起不少反思。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形成低龄化趋

势的原因中，父母之间的攀比占了

较大成分。

专家认为，游学对于年龄小的

学生而言意义不大。“ 这些学生年

龄还太小，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游

学，只是当成单纯的旅游而已。因

此，家长不该因攀比而将年龄小的

孩子‘ 塞’进某个出国游学团，这

么做并不值得。但是，如果是亲子

团还行，父母和孩子一起玩，一起

学习。

既可以增加父母与孩子之间

的交流互动，又能够让孩子学到更

多的东西。但是现在国内机构办亲

子团的并不多。”

业内人士透露，现在游学报名

时，经常会出现一些让人无奈的现

象。暑假里，有些家长因为自己没

有时间照看孩子，便将游学当成了

“ 托管”。

“ 假期一到，家长认为，孩子

放家里没有人管也不是办法。”

据介绍，现在国内的夏令营吸引

力不大，家长便认为不如为孩子

报一个游学团，让他们自己出去

玩上两三个星期。“ 这么做既能

让他们开开眼界，又解决了自己

无法照顾孩子的苦恼，可谓是两

全其美。”

当然，在为孩子报名游学团的

家长中也不乏纯粹是为了让孩子

开开眼界，感受感受当地风土人

情，以及国外语言环境的。

随着游学项目的火热，一些机

构存在的“ 夸大宣传”、“ 价格昂

贵”、“ 隐性消费”、“ 货不对板”、

“ 游学变购物”、“ 缺乏监管”等问

题渐渐浮出水面。

有孩子在外水土不服身体不

适没有人照顾的、有带队老师把孩

子“ 晾”一边自己去疯狂“ 扫货”

的⋯⋯

201 2年7月，由66名中学生和

5名老师组成的美国游学团，原计

划于7·1 3搭乘港龙航空由青岛飞

往旧金山。到了机场，他们之中的

58人却无法打印登机牌，导致71

人全部滞留机场。

对此，专家认为，出国游学团

一般在每个团30人左右，但是20个

人一个团比较好，人太多了，管理

上肯定会有些疏忽。

针对一些机构所存在的“ 隐

性消费”，“ 游学变购物”等问题，

业内人士也提醒道：游学团一般不

会去一些购物场所，并且在报名的

时候协议里也会事先声明。如果

协议内无明确说明，最好能够事先

询问清楚。

对于游学，“ 走马观花” 为众

多学生和家长所诟病：“ 兜一圈”

没啥收获。

“ 最近几年出去游学的，感觉

都是去逛一圈而已，走马观花的

成分大一点，真正能学到手的东

西不多。”一位曾经参加过游学

的学生告诉记者：“ 例如上专业

课的时候，当地的授课用词和方

式跟我们有区别，团队里的翻译

无法十分准确地翻译那些专业用

语，而且，外国学生的动手能力与

我 们 的 学 生 比 起 来 要 好 太 多

了。”

微博上有网友发帖称：“ 我很

赞同让孩子出去开开眼界，想着让

他在美国名校学习体验一下，再说

对他的口语也有好处。

结 果 发 现 到 大 学 就 是 随 便

参观一下，拍 个 照 留 念 后 就 走

了，并且每天都有很多景点要参

观 ， 实 在 是 和 我 预 想 的 不 一

样。”

许多家长和老师也表示，现在

不少游学项目都主要是去玩的，就

是以学的名义去玩，只是说得好听

点而已。

费用贵水分多!

参团人员趋于低龄化"

家长把游学团当成“ 托管班”#

部分机构管理混乱$

走马观花收获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其暑假

在家待着没事不如出去见见世面。

孩子能够初步了解国外的环

境，适应不同环境下的生活。

孩子从小对多元文化有所了

解，有利于独立、个性、有见解的人

生观、世界观的形成。

[有例为证]
张女士：孩子开心就好

“ 我儿子今年高一，暑假里面

去了韩国。说是说去游学，还是主

要以玩为主，他不要太开心哦！”

家长张女士讲起儿子小雨的“ 韩

国行”非常兴奋。小雨在韩国7天

中有4天去了济州岛、釜山游玩，剩

下的日子都是住在首尔一个同学

家里。这个同学是由当地学校给他

安排的，借宿家庭非常热情，家长

也招待得很用心。在首尔的日子，

每天早晨由这个家里的爸爸开车

把小雨和自己孩子一起送去上学，

在学校也说不上是上课，只是参观

参观学校、和老师同学一起搞联谊

活动，学校还带他们去看了两场音

乐会。“ 他回来跟我们说那边寄宿

家庭的爸爸带他们出去吃夜宵、爬

山，半夜才回家。他还有一个一起

去的朋友更开心，寄宿家庭带他到

山上去露营。”张女士觉得本来就

是让孩子出去体验生活的，也没有

一定要他学什么，8000多元换来孩

子玩得开心，张女士觉得很值得。

正方声音

余儒文 制图

也许出国游学的第一课就是教苹
果的英文发音。

期待和现实不符，本来想去学

语言，可是最后和当地人交流并不

多。

由旅行社、培训机构等商业机

构组织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游学夏

令营，不受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物

价局对此价钱的定位也没有硬性

规定。

很 多 线 路 为 了 突 出 与 当 地

学生的融合，会说安排国内的学

生与当地学生一起上课。但实际

上， 那 时 很 多 学 校 都 已 经 放 假

了，更有甚者连名校校园都进不

去。

组织游学的机构鱼龙混杂，很

难找到真正值得信任的机构。

[有例为证]
张同学：体验不到真实课堂

“ 我去游学是‘ 反季节’的，

上海热得要命，那边是大冬天。”

小张同学在暑假去了悉尼。上午在

悉尼科技大学上课，下午自由活

动，借此机会，小张也游历了不少

地方，增长了见识。“ 我觉得能够

出去走走还是很值得的，毕竟交

了很多朋友，也了解了不同的文

化，上课的收获也很多。”但是，小

张还是觉得略微有些遗憾：“ 这次

去的 时 候 刚 好 当 地 学 生 在 放 寒

假，老师上课也是只给我们中国

学生上课，所以觉得没有能够体

验到真实的课堂氛围。”同时，没

能结交到一些异国朋友也是小张

的遗憾之一。

王同学：免费却被中介黑了钱
去年暑假，王同学参加了一个

为期三周的美国社会实践活动，在

美国当地有中国和美国各一个组

织进行负责。活动收费在4万元左

右，活动过程中要学生能够根据分

组完成一项社会调研，主题涉及医

疗、教育、家庭、公共事业等。前期

主要行程是每天上午把大家聚在

一起做一个workshop形式的专题

介绍，下午根据自己的选题去调

查、讨论，后期则安排了到处旅游

观光。

在游学结束后，每个同学交了

一份调研报告，作为对游学活动的

总结。“ 后面的观光有点太走马观

花了，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玩得很开

心的，而且通过调研能够对当地文

化有更深入的了解。”王同学对整

体活动的安排很满意，但是在费用

问题上却表示了强烈不满，“ 我们

去的时候协议里面说付了钱给寄

宿家庭。但后来我们和当地家庭熟

悉以后，才了解到实际上他们社区

是免费招待了我们，心里感动之余

气愤中介实在是太黑了。”不过除

此之外，王同学觉得此行还是值得

的，无论从文化还是见识上都收获

了很多。

游学还是有收获

反方声音 缺乏真实课堂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