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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
社会资本对于⼤学⽣和年轻的专业⼈⼠来说⾄关重

要。OECD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具有促进群体内部的

共享规范、价值观和理解的社交⽹络”。英国政府的

⼀项调查发现，透过⼈脉关系找到⼯作的⼈⽐通过招

聘⼴告成功获得⼯作的⼈来得更多。据估计，50%

的招聘职位都给了“关系⼾”。来⾃低收⼊家庭的学⽣

在社会资本上的差距将⼤⼤影响他们的就业机会前

景。

因此，政府与校⽅可以选择选择通过以下3个⽅法，

更好地为弱势群体⼤学⽣提供⽀持。其⼀，他们应该

以全新和⾮正统的⽅式进⾏互动来减少社交焦虑障

碍。例如，⿎励第⼀代⼤学⽣加⼊具有强⼤的会员凝

聚⼒和社会影响⼒的体育俱乐部与社团。其⼆，校⽅

可以提供正式服装租借服务予学⽣以⽅便学⽣进⾏社

交活动和参加⾯试。其三，⼤学应该建⽴类似

于“97%俱乐部”的社团来帮助家庭第⼀代⼤学⽣适应

与融⼊⼤学⽣活。

⼤学⼀直是学⽣扩⼤与同龄⼈社交圈最好的时候，

⽽对于⼀直在同⼀地区⻓⼤的学⽣来说，这更是他

们结识不同背景和⾛出社交舒适圈最好的机会。然

⽽，阶级分明的社会让来⾃低收⼊家庭的学⽣在社

交活动中总是处于劣势。本⽂将讨论弱势群体⼤学

⽣所⾯临的社交焦虑。

缺乏社交参考对象是弱势群体⼤学⽣所⾯临最⼤的

社交障碍。来⾃富裕家庭的学⽣往往⽐来⾃贫穷家

庭的学⽣更容易建⽴起⾃⼰的社交圈。受教育程度

和收⼊⾼的⽗⺟本⾝拥有的社交资源更能为孩⼦带

来社交优势，  使他们能够在更早期结识重要的导

师和前辈，并与他们建⽴关系与联系。与来⾃富裕

家庭的同龄⼈相⽐，来⾃低收⼊家庭的学⽣很少有

机会在⼤学以前结识优秀的导师和前辈。⽽对于第

⼀代⼤学⽣⽽⾔，他们通常得从头开始建⽴⾃⼰的

社交圈。

根据范德堡⼤学的研究，作为即将进⼊社会⼯作的

第⼀代⼤学⽣普遍在职业规划与发展上缺乏家⾥的

⽀持，⽽缺乏⽀持的⼤学⽣在初涉职场时更容易对

职场⽂化感到格格不⼊。这与出国旅⾏时遇到的⽂

化冲击⼤同⼩异。

 AMALINA ZAKI



教育机会不平等

此外，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仅在2015年，乡区没上过学或辍学的⼉童⾼达7.5%，对⽐城市地区没上过学或
辍学的⼉童仅为5.4%。当前，我国乡区教育发展的最⼤问题依然是教育资源供给不⾜，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
源，例如师资不⾜，教室⼈满为患、设施简陋，甚⾄缺乏教科书、⿊板、笔和纸等基本教学⼯具，与城市形

成很⼤的反差。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乡区学⽣于⾼等教育中的⼊学率低，并造成“贫穷的死循环”。

此专访是来⾃主要向中学毕业⽣提供奖学⾦资讯尤其是来⾃乡区的学⽣的⻘年组织MYSchorlab成员，
Sharvin 以及拥有⻢来亚⼤学法律学位的凯伶，就⻢来西亚各州间教育发展和机会不平等等议题发表看法，
以及分享⾃⾝在求学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励同样深陷困境的学⽣。

你在求学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或挑战？

凯伶：在我的家乡沙巴，⼤学名额⾮常有限，只有⾮常努⼒和成绩很好的学⽣才有可能拿到名额。我⾮常幸

运地被⻢来亚⼤学录取，然⽽吉隆坡⾼昂的⽣活成本⼏乎让我打退堂⿎，我不得不选择半⼯半读让维持在吉

隆坡的⽣活。

你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

凯伶：除了在课业上取得好成绩 我同时间也活跃于课外活动以让⾃⼰成为综合素质强的学⽣。此外，我也会
利⽤空闲时间或假期打⼯赚取⽣活费。

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加⼊ MY Scholarslab？你是否有在其中经历⻢来西亚的教育不平等？

Sharvin：在MY Scholarslab欲扩张之际，他们的负责⼈找到了我，并邀请我加⼊他们。在那⾥⼯作期间，
我看⻅很多中学毕业⽣尤其是来⾃登嘉楼、吉兰丹、沙巴和砂拉越等乡区的毕业⽣并不知道如何制作简历、

如何申请奖学⾦甚⾄如何与他⼈沟通。

俗话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令⽆数⼈相信只有教育能出⼈头地，改变⽣活，甚⾄帮助家庭摆脱贫
困，然⽽现实总是事与愿违。“爬树⼥孩” 薇薇奥娜，⼀名来⾃沙巴的⼥孩，为了应付线上考试⽽
爬树连接⽹络的⻛波充分体现了沙巴乡区通讯⽹络的不⾜以及年轻⼈求学不易和⽣活艰⾟。⽽疫

情更进⼀步凸显原本已存在许久的⻢来西亚各州之间的发展不均导致⽣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孩缺

乏基础教育的结构性问题。

 LEE KAH KEI



⻢来西亚各州发展不均所引起的升学资讯不平等是否影响中学毕业⽣的升学机会?

Sharvin：是的，我住在砂拉越的⺠都鲁，所以⾮常清楚居住在沙巴和砂拉越内陆地区的⼈⺠是⼗分困难接收
到外⾯的资讯。在国家疫苗接种计划期间，⼤家也突然意识到很难传达疫苗资讯予居住在沙巴和砂拉越内陆

地区的⼈⺠。MY Scholarslab 也⾯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发现我们很难接触居住在乡区的学⽣，所以我们亲⾃
向这些学校发送了电⼦邮件，并要求他们给予学⽣帮助例如电脑，⽹络连接来参与我们以获得升学和奖学⾦

资讯。我们很幸运地收到校⽅回复并且有不少来⾃的乡区的学⽣参与我们。

你有哪些升学建议可以和正在求学中的学⽣分享？

凯伶：勇敢、执着地追求⾃⼰的梦想。获得⼤学席位就像⼀场持久战，耐⼼是这场战⽃的关键。在整个旅程

中，您可能会⾯临许多意想不到的挑战，但请继续前进，并相信最终您会成功。此外，不要忘记在需要时寻

求帮助和建议。

Sharvin：努⼒学习，因为这是你成功获得机会的敲⻔砖。然后，抓住⼀切机会。去申请所有你知道的奖学
⾦，即使你不符合要求。正如那句名⾔所说，“不去尝试就⽆从知道。” 最后，实事求是，不要盲⽬跟⻛。选择
不适合⾃⼰的课程。



输在起跑线上

恭喜你成功考上了理想的⼤学！ 现在你终于可以离开你的⼩镇，独⽴⽣活，没有⼈会因为你没有同龄

⼈那么努⼒学习⽽唠叨你。 你也可以⾃由地参加社交活动，在⼀个安静的住所学习，并掌控⾃⼰的⽇

程安排。

你⼀直渴望摆脱直升机⽗⺟，摆脱照顾⽣病的祖⽗⺟或弟弟妹妹的责任，甚⾄摆脱家庭中的精神虐待或

⾝体虐待。现在就是最佳的机会！

本⽂将与您分享作为⼀名弱势群体⼤学⽣应该期待什么。 但是，何谓“处于弱势” ？

⾸先，“弱势群体⼤学⽣” 本⾝不应该带有带有
负⾯和贬义含义。 处于弱势仅仅意味着你特定
的家庭背景可能会影响你的⼤学的体验和质

量。 此类情况可能是你来⾃低收⼊群体、你是
残疾⼈⼠（显性或隐性）、处于不健康的原⽣

家庭、受压迫的少数⺠族或地理障碍。

⼤多数教育顾问、导师、开放⽇或迎新会都觉得这些

事情过于敏感⽽⽆法为你提供建议。

你将意识到⾃⼰即将独⽴⾯对这⼀切，有些⼈可能⼀

⽣都在为此刻等待，⽽另⼀些⼈可能会因为离开他们

的⽀持系统⽽感到恐惧。 也有⼀群学⽣认为他们⼀
直都是独⽴的，但其实⼤学才是他们真正进⼊独⽴⽣

活的时候。

但是事实是你已经不像中学那样每个星期都有五天和

你的同学待在⼀起。当⼤学开始返校复课时，你会发

现你室友的家⼈们会在周末为他们带来⻝物，⽽你还

在忙碌于学习、煮饭和洗⾐服。你也会发现你同学的

⽗⺟为他们提供实习或专业经验，因为他们来⾃⼯程

师、商⼈或软件开发⼈员的家庭。

你拥有可以维持你基本⽣活的教育贷款，可那却

不⾜以⽀持你参与社交、课外或专业社交活动。

这⼀种弱势⼏乎每个⼈都能感受到但却没有得到

正视。 ⻢来西亚⼤多数学⽣普偏都⾯对空前的学
业压⼒，⽆关种族或经济地位。以成绩为⽬标的

东南亚教育⽂化使得学⽣⾯临巨⼤的考试焦虑。

 JOFINTHA JOSEPH

“我的焦虑使我在学业上和课外活
动中取得了成功。 但与此同时，
我常常觉得⾃⼰不够好，也没有动

⼒去学习。 在疫情期间，我在⼀
个只关⼼我的成绩⽽不关⼼我的感

受的家庭隔离也使得我常常感到倦

怠和恐慌。这些感受很难被旁⼈理

解因为我没有真正表现出症状，⽽

在线学习和缺乏健康的⾝体⽀持让

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了。” 
（⼤三⼼理学学⽣，雪兰莪）



 
从很多⽅⾯来说，进⼊⼤学对每

个⼈来说都是⼀个全新的开始。

能够远离喧嚣的家庭，相信其他

⼈都对新环境不熟悉，并正处于

⼈⽣的新阶段。

再次祝贺你成

功进⼊⼤学，

祝⼀切顺利！

但更为重要的是，⼤学⽣活将为你提供许多机会。处于弱势并不意味着你不

会“像其他⼈⼀样美好”地创造未来，只是有可以预期的障碍，同样的，也有
协助可以帮助你绕过这些障碍。

 
⼤学将是⼀个美丽的挑战，每个⼈的⽐赛场地可能看起来都不⼀样，但这能

保证您和您的同学们拥有丰富多彩的社交⽣活。



⽣活在城市贫困⾥

 AMALINA Z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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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被⻢来西亚的教育系统赋
予期待以创造⼀个允许来⾃不同种
族和背景的学⽣之间积极互动的环
境来将已经种族分离许久的学⽣混
合在⼀起接受教育。 然⽽，理想
很丰满，现实很⻣感。

I⼀项针对⼤学⽣的最新调查显⽰，
超过⼋成的受访者称他们实际上很
难和不同种族的同学进⾏社交活
动，例如⼀起吃饭、⼀起学习或共
⽤宿舍。⼤学⼩组作业分组也倾向
选择同种族的同学，并排斥校园跨
族群的⽂化交融活动。

不可否认，⻢来西亚的教育制度是
年轻⼈缺乏族群间的接触，导致了
族群偏⻅和反感的⼀⼤因素。然
⽽，我们并不是在呼吁单⼀源流国
家教育体制。我们尊重华裔与印裔
学习和保护⺟语的权利，也承认
SMK的教学⼤纲不够多样化，不⾜
以代表所有种族。

学⽣在多元
⽂化社会下
的社会融合

⻢来西亚有着悠久的种族隔离历
史。在英国殖⺠统治期间，⼤多数
巫裔都居住在村庄，华裔居住在城
镇，⽽印度裔居住在种植园。他们
基本上互不往来，也从事不同的职
业，信奉⾃⼰的宗教，说⾃⼰的语
⾔和开办⾃⼰的学校，⽽这种传统
⼀直延续⾄⽬前的教育体系中。

在513事件后，政府⽴即采取严厉措
施以促进各⺠族之间的团结，例如
推⾏官⽅语⾔⻢来语和设⽴国⺠学
校。教育被认为促进各族间之交往
与沟通最佳的途径，然⽽历史总是
惊⼈地相似，⻢来西亚的教育制度
也按照族群分化。⼤多数巫裔选择
把孩⼦在送到国⺠中学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学习，
⼤多数华裔都会选择把孩⼦在送到
国 ⺠ 型 华 ⽂ 中 学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或 华 ⽂ 独 ⽴ 中 学
(Sekolah Tinggi Persendirian
Cina) 学习 , ⽽印度裔则倾向选择把
孩 ⼦ 送 到 国 ⺠ 型 淡 ⽶ 尔 ⽂ ⼩ 学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Tamil) 学习。

 我们呼吁在保持多源流教育体系这⼀独特的历史承传下制定更好的政策来促进⺠族团结，例如，⿎励⼤学校园
为学⽣提供安全的跨族群对话空间以让学⽣可以舒服地分享他们关于种族主义和歧视的想法和故事。在校园⽣

活中，跨族群之间的联系和融合仍然还有很⼤的进步空间。

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为⻢来西亚⼈, ⽆论你是否是学⽣，我们都应该停⽌根据种族、宗教和肤⾊来评判他
⼈。我们不能⼀边要求政府制订更好的政策，⼀边对特定的种族持有偏⻅，并假设他们以某些特定的⽅式⾏

事。 如果我们想要⼀个更好的社会。



⼀个更好的⻢来西亚，

那就从你我开始撇弃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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