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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经济水平、
国际地位
等低于英
格兰，但苏
格兰拥有
成熟和独
立的教育
体系，即苏
格兰学分
与资格框
架。

国际学生为美国
经济贡献了什么
■周志骎

据 《华盛顿邮报》 近日消息， 最新的
布鲁金斯研究所报告显示， 在美国的外国
学生已成为一股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 其
在创造就业和投资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世
界各国每年向美国大学输送成千上万的留
学生， 美国拥有留学生人数位列世界第
一， 是全球留学生总数的21%。 这些留学
生在支撑起学校预算的同时， 也为美国经
济贡献了数以亿计的美元。

其中， 没有哪个城市像首尔一样向美
国输送了那么多的学生。 布鲁金斯研究院
的最新研究显示， 2008年至2012年间，
首尔向美国的本科、 研究生和博士项目共
输送了超过56000名学生。 中国北京是赴
美留学生的第二大输出城市， 同一时期送
出赴美留学生约50000人； 中国上海是第
三大输出城市， 送出赴美留学生将近
30000人； 印度海得拉巴名列第四， 赴美
留学生超过26000人。 排在第五至第二十
位的城市依次为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印度
孟买、 中国台湾省台北市、 中国香港、 尼
泊尔加德满都、 沙特阿拉伯吉达、 中国南
京、 印度金奈、 新加坡、 印度班加罗尔、
印度德里、 中国广州、 中国成都、 中国武
汉、 越南胡志明市和中国深圳。

2008年至2012年， 总计有超过1100
万学生涌至美国学习。 仅去年就有超过
80万的国际学生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今天，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的国际学生数
量占世界上所有国际学生的1/4。 这些学
生的目标不仅仅是那些著名大学和常春藤
盟校， 州立大学和更小的都市中的外国学
生数目也在增长。

“对于那些近年来被削减了预算的大
型州立大学来说， 他们的确起了很大的促
进作用。” 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政策分析
人员、 研究主持人尼尔·鲁伊斯说。

布鲁金斯研究所估计， 2008年至
2013年间， 外国学生共支付了220亿美元
学费及130亿美元生活费用 （考虑到经济
衰退期间大学捐赠基金所显现出的窘境，
这样的花费可不仅仅是受欢迎而已）。

在这方面， 首尔尤其突出。 2008年
至2012年,来自首尔的学生在此期间支出
超过13亿美元， 来自北京的学生支出则低
于13亿美元； 来自上海的学生支出稍微低
于8亿美元； 从印度孟买来的学生支出只
有约4亿美元。

其他花费较高的外国学生来源城市
依次为印度海得拉巴、 中国台湾省台北
市、 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中国香港和中
国南京等。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越来越依赖外国
学生来支付他们的账单。 这是因为外国
学生倾向于支付全部学费， “如果不是
针对外国学生， 一些博士项目将不会存
在。” 鲁伊斯说。 普渡大学的研究生工程
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项目的主要学
生都来自海外。

这些国际学生掌握的重要知识和服
务， 将成为连接家乡和留学所在地的桥
梁。 外国学生的主体来自巨大、 快速成长
的新兴市场。 例如， 华盛顿地区的外国学
生来自那些快速发展的大都市： 海得拉巴
是印度信息技术中心， 首尔是亚洲四小龙
之一韩国的首都，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和特
大城市， 孟买是印度的商业中心， 上海是
中国的商业中心。

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为世界未来的商
业、 科学和政治领域的领导者提供教育服
务。 在美国， 超过2/3的外国学生在学习
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或商业这些对雇
主特别有吸引力的专业， 相对于学习相同
专业的不足50%的本土学生而言， 当地经
济也会从中受益， 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
样。 研究显示， 几乎50%的国际学生会在
学习完成后多呆一年， 希望停留并工作一
段时间。 在华盛顿地区， 外国学生选择学
习地方雇主所欢迎的专业， 其中超过1/3
在学习商业。 还有1/3学习计算机科学或
工程专业。 然而毕业后， 当地毕业生中只
有53%可在“毕业后实习许可” 项目下获
得工作许可而留下， 为华盛顿地区的雇主
们工作12至29个月。

如果雇主希望更长时间雇用这些外国
学生， 他们需要竞争美国提供的5000个
特殊专业人员和临时工作签证 （H-1B）。
由于申请人数众多， 这样的签证变得越来
越难以获得。 今年4月， 该签证配额在公
布后一周内就已发放完毕。

好消息是， 美国两党之间已经达成协
议， 允许外国学生毕业后可以跳过该签证
直接申请绿卡。 坏消息是， 国会还没有完
成此项立法程序， 奥巴马总统还不能签署
此项法案。 而且目前看来， 还需要一段时
间才能完成立法程序。

联邦政府在改革国家移民法律方面进
展缓慢， 但是大都市和州政府方面已经采
取行动。 地方领导者利用外国学生与祖国
的联系促进本土国际交流。 另外， 当地领
导人还通过连接外国学生与当地雇主扩大
有价值的科技、 工程和商业储备。

（作者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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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想，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价值中国网发起人林永青的留学收获和创业使命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实习生 王晓莹

在林永青挂着“日新月异”4个篆字的
办公室里， 我们采访了这位价值中国网发
起人、 创融国际资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2006年林永青放弃英特尔的工作， 成立
价值中国网， 把目光投向企业界、 学术
界、 媒体界的专业人士， 并推出“作者变
股东” 计划， 至今整整8年。 他现在中国
大学生创业就业基金会、 德鲁克学院有不
少社会兼职。 他在厦门大学毕业后， 曾到
英国、 美国和法国留学。 他的多国留学经
历给他带来了什么？ 为什么会发起价值中
国网这样一个专业化较强的网站？ 近日，
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留学经历的收获

开拓视野提升格局
记者：您在厦门大学毕业后，又出国留

学。 您认为留学很有必要吗？
林永青： 我的教育经历还是很多样化

的， 去过三个国家留学。 我先在厦门大学
读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MBA） 后， 工
作了几年， 接着攻读了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 纽约大学商学院、 巴黎商学院联合高
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EMBA）。
国家跟国家是不同的，比如很多人不知道，
美国与欧洲、欧洲大陆与英国就不太一样。
中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大
部分人是普通人， 观念的与现实的体验有
很大不同。 管理学家德鲁克一直强调实践
远大于理论， 留学生出国后其实不完全是
学到知识， 亲身体验的感觉更深刻。

记者：可否具体讲讲您的留学经历？
林永青：我是曾在三个国家的学校上

课， 又去其他国家实习。 这三所学校很有
意思，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是一个以社会科
学著称的学校， 我们在那里研修政治经济
学 （2014年新出炉的QS大学排名榜上，
位列社会科学学科的全球第二， 高于牛
津、 剑桥、 斯坦福大学等顶级名校）。 这
很有必要， 因为一个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时
代必须了解世界商业走向， 企业必须有全
球化视野。 如果你不走出去， 就会有人走
进来； 要么成长， 要么被人超越。 美国纽
约大学商学院位于华尔街， 在金融研究方
面位列全球第一。 另外一所学校是法国巴
黎商学院， 最近连续五至六年都是欧洲排
名第一的商学院。

记者：您留学期间有哪些特殊收获？
林永青：我觉得首先是视野与格局。国

内很多学科是从国外引进的， 而且国外相
关研究领域会有更广阔的视野。 出国后我

看到了很多东西， 这对我的工作和事业有
很大帮助， 使我明白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
能的， 要看目标够不够坚定， 做得准备够
不够充分， 而不是能不能做。

其次是胆量。 大部分人都有恐惧， 一
方面是因为知识不够， 一方面是因为胆识
不够。 见识会增加胆识， 增加勇气， 然后
可以引申出其他一些东西， 增强自信。 有
些事在以前我可能不敢去做， 但发现总得
有人去做， 比如我曾访谈过世界名人管理
大师彼得·圣吉、 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希
勒等人， 只要敢去做就行了。 胆识与知识
同样重要， 甚至比知识更重要。

再其次是对人才的理解， 我认为人才
是“T字型”的，面要足够宽，还要有足够的
深度。实践大于知识，比如一个手机需要很
多领域的专业知识；比如物价上涨，到底是
什么问题，可以引发很多讨论；服务不仅是
经济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比如原材料，
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有资源利用问题。任何
一件实践中的东西需要的知识都是跨学科
的。有时候我去大学演讲，有学生问我学什
么专业好， 其实这是个假问题，“功夫在诗
外”。当然也要立足一个专业，学得足够深。

所谓“功夫在诗外”，就是教育也可以
在大学以外完成。现在知识更新很快，我们
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远远不够。 我在招聘
员工的时候， 基本不问应聘者学的是什么
专业。大学只是完成了基础教育，必须工作
后继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自学的能力和
机会总是有的， 可以从互联网上获取各种
信息， 自我学习甚至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
的环节， 这是我从留学经历中获得的最大
感受，是学习方法和教育方式的颠覆。

对小留学生的忠告

要有一种独立承担的精神
记者：对一些学生来说，如果他们有条

件出国的话，这种机会对他们增长见识、开
阔视野等有什么影响？

林永青：我觉得多数人做不到这一点，
很多学生出去后只会攀比一些其实无意义
的东西。 这恐怕得树立一个明确的价值
观、 目标。 就像我们上大学时一样， 很多
人在抓紧时间读书， 很多人在抓紧时间
玩。 为什么很多人上学不读书？ 因为学费
是父母交的， 他们不珍惜， 他们还不是真
正意义的消费者。 只有少数人会学习、 开
阔眼界。 任何社会， 勤奋的人、 对自己有
要求的人， 永远是极少数。

记者：现在，出国留学的小留学生越来
越多。 您对小留学生有什么忠告？

林永青：一代代留学生的环境不一样。

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小留学生，包括詹天佑、唐
绍仪等人，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出去的，他们
的责任感、 使命感比我们都强。 我们那一代
留学生在物质上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现在的
小留学生就更好了， 父母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了。 很难说他们的一些行为好还是不好， 但
有一点肯定不好， 就是攀比行为。 攀比实质
上是从众， 而且是在无聊的事情上从众， 等
于放弃了自我。 人要有一种精神， 得自己去
创造新的财富和价值， 不能只靠上一代的恩
惠。 盖茨没有留给子女巨大财富， 克林顿的
女儿得自己去打工， 他们有一个观点就是，

“不能让我的后代过猪一样的生活”。 要做好
一件事情不外乎三个条件， 一个是有勇气，
一个是有知识储备， 一个是有物质条件。 勇
气是第一位的， 所以， 我给小留学生的忠告
就是要有一种独立承担的精神。

自主创业的初衷

不是攫取什么，而是贡献
记者：您为什么会选择自主创业？
林永青：我之所以决定自己创业，是因为

我觉得当时的很多网站、 博客可能赢得了收
入， 但没有体现价值。 “价值” 可以引申出
很多东西， 比如社会的、 人才的、 创新的价
值。 我比较喜欢巴菲特， 他做价值投资。 价
值是比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 需要沉淀的
东西更多， 不能那么急功近利。 企业家的英
文词是“entrepreneur”， 这其实是个从法
语 来 的 词 ， 翻 译 为 企 业 家 不 准 确 。

“entrepreneur” 的意思是从零开始， 白手
起家， 应该叫事业家或创业家。 无论管理公
益组织还是从政、 办企业， 都应该有一种精
神， 更多地是一种创业精神。 创业就是要解
决社会问题。从这个意义讲，创业就不仅是商
业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责任。

如果相信一件事，就要去做。中国很多企
业讲管理者商业，但不讲价值观，国外很多企
业有这种使命感。盖茨说“要让每张桌上有一
台电脑”， 并把自己所有的钱都捐了出去，说
明他不是为了营利，而是负有一种使命。

记者：那么您为什么发起价值中国网？
林永青： 尽一份社会责任， 希望让更多

的人有商业方面的提高， 希望提升中国人的
知识水准。 这个工作不是只有我在做， 现在
我们有几十万名行业专家、 8000多位教授
和5000多位博士共同来做同一件事， 即提
升中国人的商业知识和能力。 这是一个互联
网的新模式。 我们与大量的社会化媒体有极
大的不同， 我们关注专业领域， 注重专业的
品位追求， 不完全是让大家表达一下情绪；
另外， 知识必然是社会化的。 我们以前主要
从事媒体经营， 现在准备提供知识服务， 已

经有很多专家提供服务了。
产业是非常细化的。 专家的知识服务、

专业服务一定是社会化的， 我们希望搭建一
个社会化的专业服务平台。 我们今年可能会
推出这个业务， 以前一直在推出媒体产品，
但媒体上专家发表的一些观点、 思想或对一
些经济的评价， 实际上可以挖掘更深的东西，
我把它称为服务业的电子商务。 我相信这是
中国未来最大的行业。

服务业对中国来讲特别必要。 一是因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 中国经济一直是靠制造
业、 基础设施、 出口来支撑。 现在出口受到
很大冲击， 奥巴马提出美国要再工业化， 中
国在国际上受到反倾销。 另外， 中国这么大
的经济体， 这么多的人口， 不可能只靠廉价
劳动力去持续发展整个经济， 一定要有高价
值的部分， 这就是服务。 制造业中高价值的
部分也是服务， 比如苹果手机卖的很多是文
化、 是用户体验， 广义上说就是服务。 二是
因为要减少能源或材料的消耗。 中国过去的
发展取得了成就， 但破坏了环境， 消耗了大
量资源。 三是因为进入小康社会后，人对商品
的需求其实没那么大，人并不需要一直去购买
商品。总体上来讲，人的消费需求怎么拉动？主
要靠服务业。 服务需求也是精神需求，大量的
商品是帮你节省时间，大量的服务则是帮你消
耗时间。这个恰恰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个更高
阶段的需求， 这会产生大量的经济增长。 四
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服务会解决就
业问题。 工业用机械化， 不用人工， 但服务
业， 包括咨询、 管理、 创业产业需要人。 只
要有机器智能没到完全取代人的那一天， 大
量的服务就需要人去做， 包括艺术。

专家或知识一定是社会化的。 “一家公
司再怎么了不起， 世界上最优秀的人都在你
的公司之外”。 真正的人才是社会化的， 你可
以属于一个行业， 但不一定属于一个公司。
既然大家是社会的人， 工作就要得到体现。
一个社会化的企业不一定以给人捐钱的方式
做公益事业， 也可能以知识的方式做公益事
业， 其意义一点都不比给希望工程捐钱低。

记者：您的办公室里为什么挂着“日新月
异”4个字？ 日新月异与您的企业理念、企业文
化有关吗？

林永青：“日新月异”出自《易经》，蕴含着
“创新”的概念。 在互联网行业和所有行业，创
新都很重要，而且得持续创新。 我们每年根据
作者发表文章的数量、比例给作者股票，这可
以说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吧。 互联网、特别是移
动互联网，催生了大量的创新。 创新不是流行
时尚，而是逼出来的竞争力。

不要局限于非得做什么，你会发现只要你
想，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但不是攫取什么，而是
可以为世界做贡献。

公投后苏格兰教育魅力依旧

■王鸿逖

轰轰烈烈的苏格兰公投结束了，苏
格兰依旧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的怀抱， 卡梅伦政府避免了被钉在历
史耻辱柱上。而中国留学生也松了口气，
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去英国留学，
而不必再担心签证和文凭认同问题。

苏格兰高等教育质量优越， 这得益
于早在1696年苏格兰议会通过的一项
法案， 该法案决定在每个教区建立一所
学校。 虽然在经济水平、 国际地位等方
面低于英格兰， 但苏格兰拥有成熟和独
立的教育体系， 即苏格兰学分与资格框
架 （简称SCQF）。 从嘉华世达国际教
育交流有限公司近几年统计数据来看，
每年选择赴苏格兰留学的人数约占申请

赴英留学总人数的15%， 大多集中在爱丁
堡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 赫尔瓦特大学等
几所院校。 目前， 苏格兰在经济、 国际地
位、 教育水平等方面均低于英格兰， 如果
苏格兰独立， 每年会损失由英国政府每年
划拨的高达数十亿英镑的科研经费， 院校
的科研能力和综合排名会受到影响。

在院校排名方面， 中国留学生选择的
热门院校， 在英国整体院校中也都名列前
茅 ， 竞争力非常强劲 。 在 2015年英国
《泰晤士报》 大学综合排名中， 圣安德鲁
斯大学排名第三 （苏格兰第一）； 爱丁堡
大学的排名第二十二 （苏格兰第二）； 格
拉斯哥大学排名第二十六 （苏格兰第三）；
赫瑞瓦特大学排名第四十一 （苏格兰第
四）；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排名第三十九
（苏格兰第五）； 阿伯丁大学、 邓迪大学和

斯特灵大学分列综合排名的第四十四、 第
四十五和第五十三位。

在学制方面， 需要注意的的是， 苏格
兰地区的学士学位需要修读4年， 而英格
兰是3年， 但苏格兰的研究生学制和英格
兰一致， 均是1年。 此外， 苏格兰的研究
生文凭课程， 常常同意以优异成绩获得文
凭的学生再用3个月的时间撰写学位论文。
只要论文通过即可获得硕士学位。 这两点
和英格兰的高等院校相比， 体现了非常大
的灵活性， 也为不同背景、 不同情况的留
学生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在学费方面， 苏格兰大学对苏格兰学
生和欧盟成员国学生免费， 学生的学费由
苏格兰政府提供给学校， 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学生大概每年需要支付约12000英镑的
学费， 基本上与英格兰高校学费持平。 若
苏格兰独立， 英格兰将可能享受欧盟学生
待遇， 不需要支付学费， 转由苏格兰纳税
人买单。

在校园环境方面， 苏格兰更胜一筹，
校园外宽阔的高地上， 悠扬的苏格兰风笛
随风入耳。 没有围墙的苏格兰大学显得更
为自由、 开阔、 心旷神怡。

如今， 随着公投日逐渐远去， 一切也
都尘归尘， 土归土。 苏格兰政府发言人曾
表示， 苏格兰独立后， 所有的联合王国签
证持有者， 其签证都将得到苏格兰政府的
承认。 但对于非欧盟成员国护照持有者，
也许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苏格兰。 苏格兰
政府发言人也曾许诺， 苏格兰独立后， 将
恢复被英格兰政府废除的留学工作签证，
允许刚毕业的留学生留在苏格兰找工作。
随着公投结束， 这个承诺已不可能实现。
不过， 从近几年数据来看， 尽管在2012
年英国取消了留学工作签证政策， 但对于
整体英国留学市场影响有限， 每年的留英
人数依旧在增长。

（作者单位： 嘉华世达国际教育交流
有限公司）

热点关注

全球15个国家或地区
大学费用最新排名出炉
■王英斌

据路透社近日消息， 英国调查机构益普
索·莫里对世界15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学生国际
教育费用进行了调查。 该项调查于2013年12月
至2014年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 调查范围分别
为15个国家或地区内规模最大的10所公立大
学。 国际教育费用包括学费和生活费两部分。

调查结果表明， 国际教育费用最贵的目的
地依然是澳大利亚，最低是印度。排在第一位至
第十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澳大利亚，学费
24081美元，生活费18012美元，年均值42093
美元；新加坡，学费18937美元，生活费20292美
元，年均值39229美元；美国，学费24914美元，
生活费11651美元，年均值36564美元；英国，学
费21365美元，生活费13680美元，年均值35045
美元；中国香港，学费13444美元，生活费18696
美元，年均值32140美元；加拿大，学费16746美
元， 生活费13201美元， 年均值29947美元；法
国，学费247美元，生活费16530美元，年均值
16777美元；马来西亚，学费2453美元，生活费
10488美元，年均值12941美元；印度尼西亚，学
费4378美元，生活费8527美元，年均值12905美
元；巴西，学费59美元，生活费12569美元，年均
值12628美元；中国台湾，学费3338美元，生活
费8573美元，年均值11911美元；土耳其，学费
1276美元，生活费11089美元，年均值12365美
元；中国，学费3844美元，生活费6886美元，年
均值10729美元；墨西哥，学费750美元，生活费
8710美元，年均值9460美元；印度，学费581美
元，生活费5062美元，年均值5642美元。

研究表明，74%的家庭希望孩子能够在国外
接受教育，50%的家庭希望早些为教育存款。 此项
调查，涉及大约4500位家长，其中超过400人在美
国。虽然家长认识到良好教育的价值，许多家庭的
经济还不许可。 89%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去上
大学，但超过一半（51%）的父母希望早些攒钱来
供养孩子。 此外，世界各地近3/4（74%）的父母会
考虑送孩子出国接受更好的大学教育。

研究还表明，一半的父母（51%）认为，全球
排名中美国前三所大学能够提供最高质量的教
育。 一半以上（58%）的父母说，支付孩子的教育
费用，是自己能做的最好投资。

环球视线

古老的苏格兰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现代生活。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