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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我
国出国留学总人
数达到约41万，
比2012年增加
了3.5%。 如此
巨大的数据背
后， 是党和国家
对他们留学安全
的牵挂。

留学生及其
家长一定要做好
预案， 包括先发
预案， 比如， 如
果拿不到学位怎
么撤回来等， 并
要有具体设想。

学生在出国
之前， 应该培训
良好的婚恋观，
特别是学会尊重
他人。

一直以来，
我们特别强调
对公派留学生的
留学行前培训，
但现在非常有必
要惠及自费留学
人员。

表一：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世
界大学排名德国部分大学名次对比

2014年 2013年 学校

46 44 慕尼黑大学

61-70 71-80 海德堡大学

61-70 61-70 慕尼黑工业大学

71-80 71-80 柏林洪堡大学

81-90 91-100 柏林自由大学

91-100 121-130 亚琛工业大学

环球视线

留学观察

行前培训 为了那些远渡重洋的牵挂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如何理性留学， 这需要一些信息保
障， 但你准备好了吗？ 你懂得怎样保障自
己在国外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吗？ 你又是否
知道如何才能拥有平安且顺利的留学生
涯？” 3月15日， 在第19届中国国际教育
巡回展上， 主办方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主
任孙建明先生抛出这一系列疑问。

安全培训之后， 一些留学风险
确实得以规避

这些疑问正好印证了第19届中国国
际教育巡回展的开幕活动及重要配套活动
2014年中国留学论坛的主题———加强行
前培训、 成就精彩留学、 国际合作新视
野。 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透露， 2013
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到约41万， 比
2012年增加了3.5%。 据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等中国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家公布的数据， 中国居这些国家国际学生
生源国首位。 如此巨大的数据背后， 是党
和国家对他们留学安全的牵挂。

有这么一件留学往事让长春理工大学
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刘森华至今心有
余悸： 2012年， 瑞士一位在读华人博士，
在还有一个月就要毕业回国时， 一个人跑
去爬阿尔卑斯山， 结果再也没有走下来。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参赞孙玲出面与
当地警察局协调， 当警察找到他时， 他已
跌谷身亡。 孙玲在每次瑞士华人学联大会
上都要反复强调安全教育。

孙建明主任表示， 这次国际教育巡回
展特意准备了心理辅导和平安留学等讲
座。 而且， 安全教育示范课直接出现在了
留学论坛上。 安保教官突然大喊一声“着
火了”， 只见经过训练的同学们依次按照
演练过的动作迅速撤离会场。 德威集团产
品研发部项目经理张翔说， 据留学生反
馈， 安全培训确实能够规避一些风险。

海外困难难免， 留学生务必做
好预案

“中国教育部开始关注留学行前培训，
这让我非常高兴。” 英国文化协会驻华办
事处前教育总监、 英国利兹都会大学国际
办公室主任狄士礼告诉记者， 他19岁时
来中国留学， 深刻地感觉到那种远离家
人、 亲朋的孤独之情， 思乡之痛和文化差
异带来的不便。

目前，由于经济条件改善，很多国内大
学生甚至中学生出国留学。中国公安大学教
授王大伟表示，由于年纪小，中学生遇到的
困难会比较多，包括刑事犯罪、自然灾害、突
发事件、心理问题等的侵害。为此，留学生及
其家长一定要做好预案， 包括先发预案，比
如，如果拿不到学位怎么撤回来等，并要有
具体设想。另外，还有遇到突发事件、自然灾
害、流行病等侵害时如何应对等。

受教育部委托，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从2009年开始就为国家公派人员提供行
前培训服务。该中心出国处处长丁莉表示，
服务内容包括四大类， 分别是国家留学政
策和国家留学人员管理规定、跨文化交流、
中医药与身体健康、心理调适等。针对一些
社会局势不稳定国家， 在学生出发前集中
进行防火、防盗、防侵害等实景培训。

英国文化协会为全世界的留英学生提
供行前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语言准备、 生
活准备和安全问题等。 狄士礼特别强调安
全教育并指出， 尽管英国城市安全系数很
高， 但留英学生要保持警惕。

情绪调适必要， 行前勿忽视
培训良好的婚恋观

国际认证情商培训师、 情悦东方
（北京） 公司创始人曾莉认为， 留学期间
的情绪问题每天都会发生， 如果孩子还
不具备自我情绪调适能力， 家长最好不
要急于把孩子送出去。 “留学是一次亲
子关系的试金石， 而家长需要做情商教
练。” 曾莉说， 如果家长当“撒手掌柜”，
往往会导致悲剧。 因此， “家长在送孩
子出国留学之前， 最好进行一次游学，
并加强孩子的情绪管理行前培训”。

“白天愁论文， 晚上愁嫁人。” 这是
很多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的真实写照。
韩国延世大学博士生张雷生说， 据调查，
在韩中国留学生中， 结婚成家的比例不
超过7%， 大多处于未婚状态， 要么干脆
没有恋人， 要么恋人在国内。

2013年9月28日， 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发生一起校园凶杀案， 中国
籍留学生次永飞将前女友刺死。 对此，
美国天普大学教务长兼高级副校长戴海
龙博士认为， 学生在出国之前， 应该培
训良好的婚恋观， 特别是学会尊重他人。
家长应该教导孩子成为一个正直、 有责
任感的人。 而且， 大学之前的教育非常
重要， 特别是高中教育对培养一个人的
性格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学生出国后要把握好交友分
寸。” 意大利教育中心中国区负责人邢建
军教授强调， 很多中国学生为了更好地
学习语言与当地人交朋友， 甚至恋爱，
但交友要有警惕心。

明确留学计划， 培训需针对
不同国家区别进行

2003年建立伊始就提供留学行前培
训的法国高等教育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法国高等教育署专员凯若兰表示， 法国
高等教育署通过在中国的13个中心和办

公室为中国学生提供行前培训服务， 具体
包括行前咨询服务、 留学准备服务。 她建
议， 中国学生来法国留学前， 应该仔细考
虑留学计划。

“中国学生在赴日本留学前一定要有计
划， 并明确将来在日本就业， 还是回中国
发展。”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留学生事业部官
员铃木秀彦也如此认为。 他强调， 有些中
国留学生在日本忙于打工或者过于贪玩，
建议中国学生来日本留学之前， 务必要目
标明确， 将精力集中在学习上。

语言技能学习仍然是中国学生留学前
培训的第一要务。 凯若兰说， 法国政府希
望中国学生在语言方面能够有充分准备，
无论他们就读法语授课专业还是英文授课
专业， 都要有一个良好的语言基础。 戴海
龙也建议， 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必须先
过英语关。

文化差异教育也是留学行前培训的焦
点， 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 （IDP） 高
级运营总监王冰洁称， “在澳大利亚， 有
房东要求中国学生洗澡不要超过20分钟，
中国学生认为这是歧视。 但实际上这是澳
大利亚人的生活习惯， 因为澳大利亚缺
水”。 王冰洁表示， 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
署每年在学生开学之前都会进行留学行前
培训， 讲座内容包括安全问题、 法律问题
等， 以保证学生从经过安检的那一刻， 就
知道今后的路怎么走。

意大利教育中心将于今年6月如期为
中国学生提供留学行前知识讲座， 包括如
何托运行李和保存护照等。 邢建军强调，
搞行前培训是必要的， 但要针对不同国别
进行有区别的留学行前培训。

对接国外大学， 信息化平台建
设亟待“给力”

“如果中国能有一些专业平台与英国大
学合作， 在学生来英国前对学生进行行前
培训指导， 将会让中国学生受益非浅。” 英
国院校负责人刘娟娟说。 云南大学国际学

院院长晏钢教授也提议， 国内大学可以与
国外大学对接， 为学生提供一个服务性更
强的留学行前培训。 刘森华提议， 地方教
育主管部门积极协调高校和出国留学人员
管理与服务单位， 积极开展行前培训。

“一直以来， 我们特别强调对公派留学
生的留学行前培训， 但现在非常有必要惠
及自费留学人员。”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副
主任车伟民建议， 针对自费人员， 需要将
各方力量对接起来， 有针对性地合作开发
出一些留学行前培训课件等， 同时要利用
科技手段， 例如微信、 微博等， 经常开发
一些实用性强、 简短的行前培训内容。 目
前，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已搭建了留学行
前培训网,今后将进一步丰富内容， 提升手
段， 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高校在留学行前培训上， 应该形成一
个课程体系， 并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培训大
纲。” 东北师范大学留学生教育学院院长、
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主任郑国爱表
示， 对一些知识性、 常识性的东西， 可以
做成一个手册并放在网上， 供学生随时查
阅。 因此， 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 并建
立一个留学咨询平台。

狄士礼说， 英国利兹都会大学有一个
在线图书馆， 让学生在留学出发之前能够
在家阅读和学习专业课程。 该图书馆一年
365天、 一天24小时开放。 西班牙驻华使
馆教育处负责人则表示， 使馆会在微博等
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行前培训知识， 并根
据中国留学生的反馈来总结问题。

留友网总裁李雪明称， 该网邀请数百
位优秀海外学长， 利用在线视频交流、 交
互式问答社区、 留学资讯分享、 留学资料
下载等方式， 为国内有留学需求的学子提
供免费、 有效的留学指导及行前培训。

“我们非常重视行前培训信息化平台建
议， 中心专门聘请专家制成视频课件， 放
到出国留学行前培训网上， 并设置了微信
平台。” 丁莉强调， 留学行前培训网是互动
式的， 未来将尝试提供更好的信息化服务。

留学资讯

热点关注

德国接纳海外留学生
首次突破10万人

近日， 《法兰克福汇报》 援引德国联
邦统计局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报道，
2013年， 德国各类大学接纳的海外留学
生数达10.1万人， 同比增长5.8%， 历史上
首次突破10万人大关。

按学科统计， 法律、 经济、 社会学以
2.89万人居首， 同比增长5.9%； 工程类
2.53万人， 同比增长10.2%； 语言、 文化
类1.91万人， 同比增长1.2%； 理工、 自然
科学类1.53万人， 同比增长5.3%。 按国别
统计， 2012年德国接纳的海外留学生数，
最多的是中国， 其次分别为俄罗斯、 奥地
利、 保加利亚、 波兰、 土耳其、 乌克兰和
印度等。

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指出， 德国是仅
次于美国和英国的广受欢迎的留学地。 据
称， 德国大学广受欢迎的优势在于， 一是
口碑好， 二是90%以上的学科为免费。 另
一方面，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表
明， 2001年至2010年间在德国各类大学
毕业的海外留学生中， 44%的学生至
2011年时仍居德国。

（王英斌）

日本私立大学2013年
所获补助降33亿日元

据日本产经新闻网2014年3月12日消
息， 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及共济事业团发表
声明表示： “2013年为私立大学、 私立
短期大学及高等专门学校提供的经费补助
金总额为3204.7亿日元， 比2012年减少
33亿日元。”

获得补助金的学校中有大学563所、
短期大学314所、 高等专门学校3所。 平
均每所私立大学约获补助5.3亿日元， 每
所私立短期大学约获7200万日元， 每所
高等专门学校则约获补助1.7亿日元。 私
立大学每名学生获得补助金约16万日元，
短期大学每名学生获17万日元， 高等专门
学校每名学生获25万日元。

落实到学校个体， 日本大学获得补助
金最多为98.4亿日元， 早稻田大学获约
94.6亿日元， 庆应大学则获约85.2亿日元。
因招生困难及停止办学等原因， 日本私立
学校振兴及共济事业团不再为其提供补助
的学校有72所。 此外， 由于运行不善而获
得补助金额减少的学校有9所。

2010年， 日本政府为鼓励私立大学
接受外国留学生而向各学校发放留学生学
费减免补助， 如果大学减免了那些有经济
困难的留学生的费用， 日本政府会相应给
予部分补助金。 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及共济
事业团一直为私立大学、 短期大学提供补
助金， 并接受会计检察院的会计检查。

（高彦颖）

近日， 在部分国家， 大学所获资助情
况有所变化。 大学投入直接影响到大学教
育质量和学生发展状况， 对申请留学的中
国学生具有一定的参照作用。

———编者

英国新学年高校科研
经费削减或成定局

近期， 英国政府再一次酝酿削减14
亿英镑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计划， 这一动
向引起了英国罗素集团大学校长们的高度
关切。 在最近一次会议上， 众多校长试图
游说英国高教与科技事务大臣大卫·威利
茨(David� Willetts)对维持稳定的大学科
研经费投入做出承诺， 但是未能获得乐观
的回应。

据悉， 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 （BIS）
拟于近期向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正
式提交2014年至2015年度大学拨款计划。
由于英国商务创新与技能部近期在大学生
助困项目和就读于私立高等教育学生经费
的拨付及使用不当， 产生了约14亿英镑
赤字， 这将使今年的拨款方案或有调整。
其中引起高等教育界广泛关注的话题是，
英国教育部在2013年第四季度提出， 从
2014年起的两年里， 46亿英镑高校科研
经费将逐年削减2%。 这一动议在2013年
11月13日大卫·威利茨的一次公开讲话以
及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 （George�
Osborne） 向国会提交的秋季预算报告中
得到了证实。

削减高校科研投入将带来负面影响，
罗素集团大学校长代表、 伦敦大学学院校
长麦克尔·阿瑟(Michael� Arthur)在秋季
预算报告公布后的第二天， 试图游说大
卫·威利茨保持对大学科研经费拨款数额
的稳定， 但是威利茨三缄其口， 其态度让
英国高校科研经费再度削减几成定局。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凤智）

据2014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

德国大学成绩骄人，法国大学出现下滑
■王梦洁

据德国当地网消息， 根据2014年英
国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世界大学排
名， 在世界100强高校中， 位居首位的是
美国， 有46所； 第二位为英国， 有10所；
第三位为德国， 有6所。 较之于2012年的
4所和2013年的5所， 德国今年的成绩可
谓骄人。

从表一可见， 虽然只有慕尼黑大学的
排名下降， 从去年的44名滑至46名， 但
是其他大学要么保持原水平， 要么有所上
升， 例如亚琛工业大学从去年的第129名
跻身进入今年的100强， 柏林自由大学的
排名也提高了一个档次。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首席编辑费
尔·贝迪（Phil� Baty)表示：“假如德国大
学的‘国际化’是通过提供更多的英语课程
和开设海外分校为手段的话， 那么德国大
学可以期待在未来几年内获得进一步提
高。当然仍然会存有语言问题，尤其是在涉
及纯德语研究方面。 但德国政府正开始实
施有偿支付政策， 以提高竞争力和聚集资

源。 这一举措提高了教学和科研的质量，
进而带动大学的排名。反过来，大学排名
的提高， 将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
合作者和投资者。这对德国而言，是一个
良性循环。”

如果说今年德国是幸运的， 那么法国
恰恰是惨淡的。 法国有2所大学跌出世界
100强， 仅剩2所位列100强。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专家克里
斯·帕尔表示： “这份世界大学排名应该
引起法国负责高等教育的领导人的重视。
因为法国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享有盛名的
国家， 而这份排名的出炉， 无疑给法国敲
响了警钟， 同时也引起人们的担忧。”

与2013年相比， 法国跌出100强的高
校分别是巴黎第十一大学和巴黎综合理工
学院。 排名最靠前的是巴黎索邦大学， 处
于第71名至第80名之间， 而另一所巴黎
第六大学滑至第90名至第100名之间。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资深编辑费
尔·巴蒂认为：“法国当下进行的高等教育体
系改革，包括引入更多的英语课程这一具有
争议的计划，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其大学的

排名。这种推测将是合理的，因为法国的研
究体系比较复杂， 再加之其接连不断的学
术改革，都会影响全球学术界作出判断。吸
引顶尖人才时大学的名声不再显得重要，
合作与投资反而是新的关注点， 因为国际
知名度产生的实际影响也是有限的。”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中心）

表二：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 世
界大学排名15强学校名次对比
2014
年

2013
年 学校 国家

1 1 哈佛大学 美国
2 2 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
3 6 斯坦福大学 美国
4 3 剑桥大学 英国
5 4 牛津大学 英国
6 5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
7 7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
8 10 耶鲁大学 美国
9 11 加州理工学院 美国
10 8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
11 9 东京大学 日本
12 13 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13 14 伦敦大学 英国
14 14 芝加哥大学 美国
15 12 密歇根大学 美国

多彩生活等你有备而来。 （资料图片）

在世界100
强高校中， 位居
首位的是美国，
有46所； 第二
位为英国， 有
10所； 第三位
为 德 国 ， 有 6
所。 法国仅剩2
所位列10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