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连多起案件，令昔日光环下的中国留美学生群体突兀而尴尬地走到镜
头前。

他们看上去还显得懵懂无知，甚至临上法庭还不知晓罪行严重程度。昔
日外界眼中优越的受教育环境反成滋生“问题花朵”的摇篮。他们在大洋彼
岸自我放纵、绑架斗殴、肇事飙车……轻者违反校纪，被学校开除，重者终锒
铛入狱，自食其果。

这群年轻留美学生身上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令人心情沉重而又反思警
醒，中国赴美留学生面临怎样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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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施虐同胞案25日再
次在美国洛杉矶波莫那高等法院开
庭审理。法院青少年法庭法官耶丽
艾提当天接受了一名未成年中国留
学生与检方达成的认罪协议，裁定这
名中国留学生两项协助使用致命武
器攻击罪成立，判罚其7个月到9个
月的行为训练营惩罚。

由于涉及未成年人，庭审不对外
开放，这名留学生的代理律师之一邓
洪向记者描述了庭审的情况。

据邓洪律师介绍，耶丽艾提法官
在裁决时表示，这宗案件是她出任法
官以来最严重的恶性案件之一。在
听取证人的作证时，她认为检方所提
出的证人及证据完全可以证实这些

涉案学生的指控罪名成立，他们都可
能面临无期徒刑。所幸，被告没有前
科，愿意接受责任，并愿意痛改前非，
因而决定将其留在青少年庭审理。

耶丽艾提法官表示，尽管这名未
成年学生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前往助
兴或在场替他人壮胆，依照美国的刑
法，都构成共谋罪。考虑到这名学生

在关押近一个月的表现，学生家长的
请求，以及受害学生的原谅，她才给
这名学生一次机会，但是这是最后一
次机会，如果这名学生不痛改前非，
她将会改判5年监禁。

邓洪律师说，经过法官的训诫，
这名学生也向受害学生致歉，并表示
一定会重新做人。

在法官裁定后，邓洪律师表示，
这名学生相当幸运，因为法官体谅到
其没有前科，并立意从新做人，从而
让这名学生留在青少年法庭审理，最
终达成认罪协议。他希望通过7个
月到9个月的青少年行为训练营教
育，这名学生能够重新开始。

张伟（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中国留学生施虐案一人认罪
向受害学生致歉，并表示愿“重新做人”

中国留学生“病”了吗？

口述：约瑟夫·斯坦梅茨博士，美国俄亥俄州
立大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

俄亥俄州立大学现有6200名外国留学生，来
自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其中，本科和研究生有
3800名中国留学生。

2014年至2015年，因学业和非学业因素，中
国学生离开学校的比例为1.1%，而同期美国学生
离开学校比例约1.7%。2013年至2014年，中国
学生离开学校比例为1.3%，都低于同期本土学生
的开除率。

俄亥俄州立大学有专门机构调查处理学生违
纪问题，对问题学生有警告、记过等不同级别的处
分，开除则是最严厉的处罚。对于涉及学术不端
行为，如抄袭、作弊等，我们的专门机构可能会对
学生的某一门课程进行惩罚，如降级、测验、整门
课程不予通过等。但教育处罚是我们就学术和非
学术案件进行裁决时比较常用的处理方式。

不过，恕我无法举出中国留学生的个案，因为
联邦法律禁止学校公布任何学生违纪的细节。

【美国校方人士】

“中国学生被开除率
低于本土学生”

口述：伊曼纽尔·奥古斯丁，美国大三学生，加
拿大留学生

我们学校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几乎在任何角
落都能见到几个。总体来说，他们给我的印象不
错，在校表现称得上良好。他们中有不少人一看
就很有钱，但这绝不是我能接受他们的原因，对我
们这些当地学生来说，他们富裕与否，并不是我们
决定是否和他们交朋友的原因。

偶尔我会看见他们开豪车，但这不是普遍现
象，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其实没有这么好的车。我
有一些中国留学生朋友，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他
们在这里学习的费用，都是由家里提供。我只看
到少部分中国留学生平时做兼职，大部分人对打
工似乎不感兴趣。

这和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通常是靠贷款读
书，家里几乎不会给我们太多经济帮助。这不完全
是因为家里没有能力，也不是家人爱我们不够深，
而是一种文化。我们上大学时已经成年，家长没有
义务再管我们。毕业后贷款立刻要还，否则利息太
高，负担不起。所以有时我们要去快餐店打些零工
或做点家教供养自己。但我平时还要好好读书，争
取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可以很快还清贷款。

我们学校学习压力挺大的，我觉得一部分中
国留学生和我一样用功，为了换取一张漂亮的成
绩单，常常学习到很晚；但是也有些人非常聪明，
他们不需要怎么刻苦就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当然也有些中国留学生习惯性地逃课，但逃
课可能发生在任何一种背景的学生身上，我没理
由因此指责他们。此外，他们上课也会睡觉，可说
起这事我自己也会脸红。

其实我发现，很多中国留学生都在谈恋爱，但
他们看起来只喜欢找自己人约会，不爱和我们建
立这种关系。

我觉得中国留学生好像已经被贴上标签，他
们很容易被看出身份。融入美国教育体制是他们
必须面对的问题，融入的好坏完全因人而异。

【美国当地学生】

“中国留学生
有自己的小圈子”

口述：阿南夫妇，美国威斯康星州，在读博
士生

在美国，本科留学生和研究生、博士留学生的
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

本科留美的学生基本都是自费留学的，博士
生一般都有奖学金。本科学生上课比较多，博士
生以自己的研究为主。另外，留美的本科生大多
住学校的宿舍，而研究生、博士生都是自己在校外
租房子的。

我们已经来美国两年了，生活上都挺习惯
的。自己做饭吃，中国超市能买到大部分常用的
食材，饮食上不会有太大问题。在学习上，美国
的学分更难拿。一门课，每学期好几次考试，最
后还要做一个项目。我的朋友说，在国内他一学
期能修40分，但在美国修20分就感觉累死了。
我另一个学传播的朋友，也是博士生，每周都要
阅读很多论文和书籍，每天只能休息五六个小
时。对比一下咱们在国内的研究生生活，中国学
生真是轻松。

我们身边的朋友给本科生监考过，据他们说，
美国人没有作弊的，被抓的都是中国人。

即便这样，很多中国留学生还是刻苦的。临
近考试周时，图书馆里坐满了学生。但是，我感觉
美国人确实要更刻苦一些，我们住在学校附近，如
果早上坐七点半的车去学校，车上都是美国学生，
中国学生很少，但是坐九点的车，基本上都是中国
学生了。

这些年，中国留美学生越来越多，尤其是本科
留学生。我们上学的路上经过一个学生宿舍，刚开
始时，宿舍邻近的车站等车的都是美国人，最近一
年开始，排队的已经有一半都是中国人了。我们这
里是小城市，但最近两年新开了两个中国超市，四
五个中国餐馆，也能说明中国学生确实多了。

最近看到了有关中国留美学生绑架虐待案，
这肯定是家长的问题。涉案者的家长钱多但没时
间管孩子，在国内时就没管好，出了国，这些学生
没人约束更无法无天了。

（李大玖 邓媛）

【中国留美学生】

“很多中国留学生
还是刻苦的”

被殴打、扒光衣服、被烟头烫伤
乳头、被强迫吃沙子、吃头发……今
年3月30日，中国留美学生刘某经
历了一场噩梦般的遭遇。

在长达7个小时的时间里，刘
某被同为留美学生的翟某、张某、杨
某等十余人折磨得遍体鳞伤。

无独有偶，6月4日，美国密歇
根州英厄姆郡梅森市陪审团对密
歇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李梦龙
（音译）涉及在美与同为中国留学
生的学生打架一事作出判决，判定
李梦龙犯有用危险武器严重伤害
罪和殴打罪，两项罪名的刑期分别
为4年和93天，法院将于7月15日
对其宣判。

去年1月，李梦龙和同伴高山
（音译）被指控在一家歌厅把另一个
中国学生李岩（音译）打伤以致昏
迷。两人被指控多项伤害罪，包括
有意伤害他人身体。

李梦龙的一位好友告诉《国
际先驱导报》，他们平时课余一起
玩耍，真没有想到一场打架会引
起官司。

“没有想到”——这也正是洛杉
矶地区留美学生绑架虐待案涉案者
被警方逮捕时的第一反应。据当地
媒体披露，施暴者翟某、张某原本以
为这不过是一次校园欺凌行为罢
了，就算被校长知道最多也就是被
教训一顿。

“但事实上，这种行为已经超出
一般意义的校园欺凌了。”美国厚仁
教育首席发展官陈航解释道，校园
欺凌主要指言语上的讽刺、挖苦，打
架等与人的身体接触行为，在美国
是很严重的事情。

在6月3日的庭审现场，法官弗
尔斯当庭认定检方所指控的绑架酷
刑罪名成立。按照美国法律，翟某
等人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知道这个新闻时，我既意外也
不意外。”前不久从美国留学归来的
学生小马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
说，“意外”是指，觉得这是一起性质
恶劣的个案；“不意外”是因为中国
留美学生的交往模式长期存在问
题，特别是女生之间常常勾心斗角，
引发不必要的争端。

小马的一位朋友，也曾一度赴
美留学，但因为她本科一年级时和
两个不同小圈子的中国学生同时来
往，结果被周围的留美学生集体排
斥。这位内向的女孩不久后被查出
有抑郁症倾向，决定放弃留学回国。

“中国留美学生圈子小，人际交
往较封闭，再加上不到18岁就出
国，心智往往还不成熟。”小马表示。

从客观环境的原因来看，陈航
认为，美国学校近年来扩招国际学
生的速度过快，“出于市场考量增加
了录取比例，但相应的服务并没有
跟上，使得对中国留美学生的管理
存在问题。尤其是对小留学生的管
理缺位。”

根 据 美 国 开 放 报 告（Open
Door Report）发布的最新数字，去
年一共有274439名中国学生留学
美国，比前年增长了16%，为美国经
济贡献了约220亿美元。其中，虽
然总人数持续上升，但美方数据显
示，去年秋季美国高校录取的中国
研究生人数首次出现下跌，而大约
2.35万名中国学生被美国中学录取
了，这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留美学生
低龄化的担忧。

低龄化，即意味着中国留美学
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缺乏
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学习能力和
适应能力也相对较弱。

美国厚仁教育机构今年5月底
发布了《2015 留美中国学生现状
白皮书——开除学生群体状况分

析》。据他们估算，被开除的中国
留美学生大约有 8000人，占中国
留美学生总数的3%左右。白皮书
的数据显示，22岁以下的学生占被
开除学生的67.1%。尽管上述数字
是否准确业内尚存不同看法，但中
国留美学生被开除者众已是不争
的事实。

不过，虽然中国留美学生涉嫌
违法犯罪的新闻这些年时见报端，
但厚仁的调查发现，行为失当、违反
法律致开除的比例只有5.8%，绝大
多数被开除学生（80.55%）因学术表
现差或学术不诚实而被开除。

今年5月28日，美国检方对15
名中国学生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在
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等考试中
采用欺诈手段，收买枪手替考。15

名中国学生中，10人居住在美国，其
中1人已经被逮捕。

如果被控罪名成立，这些中国
学生可能面临几十年监禁和几十万
美元的罚金。

收买枪手替考属于比较极端的
作弊行为，一经发现后果严重，但近
年来，这种现象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令陈航至今感到痛惜的一个案
例是，一名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本
科阶段成绩优异，申请了美国常春
藤大学的研究生，原本研究生入学
考试成绩没有问题，但在英语口语
应试后，被美国教育部发现其4年
前曾在托福口语考试中作假——找
人替考。于是，这名学生不仅未能
申请上理想大学，本科所在的美国
大学也将他除名。

“另有部分中国留学生，往往把
一些在国内学习的坏习惯带到美
国，这些做法国内追究不严，但美国
对学术诚信颇为看重。”陈航表示。

据他介绍，一些比较典型的学
术不诚实行为包括：论文引用不注
明出处、考试有夹带答案现象、考试
时程序作假等。

有一次，一位中国留美学生临
考前将一张公式纸装入裤兜带进考
场，答完卷后他随意将公式纸拿出
放在试卷下，结果被发现后除名，尽
管他事实上并没有抄袭公式纸内
容；有留美学生因为获得C-成绩而
向老师求情，被老师视为“骚扰”，警
告后不听继续求情，继而被开除；另
有两名中国学生，考场上习惯性地
对起答案，于是当场被抓、被开除。

学术不诚实是被开除首因

“现在的中国留学生和几十年
前相比早已经不是同一个群体了。”
陈航解释道，过去那种专为奖学金
奋斗的中国“学霸”比例相对减少，
有很多资质中等和中等偏下的学生
也加入了赴美求学的行列。

在陈航接触的中国留学生范围
内，这些中等资质的学生主要来自
于国内中等和中上等收入家庭，而
并非一些美国媒体报道的“富家子
弟成中国留美学生‘主力军’”。

不过，确有开豪车并触犯法律
的中国留美学生，“闯祸”行径被曝
光后，往往为中国留美学生的整体

形象减分。
去年2月，一名18岁的中国留

学生因在洛杉矶市中心附近的公
路车道上涉嫌蛇形驾驶及超速而
被巡警示意停车，但其不顾警方
命令加速行驶，引起警方在洛杉
矶附近两条高速公路上追逐，最
后警方靠撞击车尾保险杠迫使其
停车。

2013年，也有一名19岁的中国
留学生在西雅图市超速驾驶发生交
通事故，并造成了1死4伤。

这些“出事”的中国留美学生年
龄都偏小，问题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如何应对中国留美学生低龄化引发
的新挑战？

“这些年轻留学生缺乏正确的
教育引导，在国内的行径可能也是
如此，但到国外后没人监管，更是
我行我素。”归国留美学生小马总
结道。

对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
长王辉耀建议，低龄学生出国一定
需要家长陪读或者有负责任的监护
人监护，否则低龄留学生在文化冲
突、文化差异面前难以适应，容易出
现心理落差和更多问题。

“另外，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他

们普遍没有经过法律方面的教育
和相关培训，法律意识淡薄。建议
这些学生及其父母出国前对相关
国家的法律进行了解，以免触犯了
法律却还完全不知情。”在美律师
徐女士说。

就在今年 3 月份的洛杉矶地
区中国留美学生绑架虐待案还未
结束审判之际，又传出节外生枝
的消息：6名被告留学生中的一名
学生家长被指因涉嫌贿赂证人被
抓，再次上演了“花钱摆平不成”，
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丑
闻，引人唏嘘。 （何险峰 邓媛）

留美学生低龄化引发新挑战

“知道这个
新闻时，我既意
外也不意外”

三名主要嫌疑人在庭审中三名主要嫌疑人在庭审中。。

中国留学生施虐同胞案发生在今年中国留学生施虐同胞案发生在今年33月底月底。。两名中国两名中国
女留学生遭到多名同学拳打脚踢女留学生遭到多名同学拳打脚踢、、扒光衣服拍照扒光衣服拍照、、用烟头烫用烟头烫
伤乳头等施虐行为伤乳头等施虐行为。。

此案总共牵涉此案总共牵涉1212名犯罪嫌疑人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其中66人已经被捕人已经被捕，，其其
余仍在追捕中余仍在追捕中。。66名被捕者中名被捕者中，，张鑫磊张鑫磊（（音译音译）、）、翟芸瑶翟芸瑶（（音音
译译））和杨玉涵和杨玉涵（（音译音译））成年成年，，本月本月1818日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波日在洛杉矶县高等法院波
莫纳分院接受法庭传讯莫纳分院接受法庭传讯。。对所受对所受““绑架绑架””、、““折磨折磨””等重罪指等重罪指
控控，，33人均当庭表示人均当庭表示““不认罪不认罪”。”。

中国留学生施虐同胞案中国留学生施虐同胞案2525日再次在美国洛杉矶波莫那日再次在美国洛杉矶波莫那
高等法院开庭审理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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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施虐同胞案现场（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