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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新型大学9月开学

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网站报道， 法国整合国内19
所教育机构， 设立以精英教育为目标的新型大学巴黎-沙
克雷大学， 并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

法国政府此举旨在打造一所能够与美国哈佛大学和麻
省理工学院等名校相抗衡的巨型大学。 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 法国政府用于校舍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方面的投资总
额高达75亿欧元。

设在巴黎南郊的巴黎-沙克雷大学， 采取类似于英国
伦敦大学一样的集团学校模式， 计划容纳学生7万人和教
研人员1万人。 除了增加留学生和外籍教师以外， 该校还
将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开展合
作， 并且将吸引诺贝尔奖得主加盟该校。

该校首任校长多米尼克·伯奈表示， 从世界著名大学
的排名中， 法国教育产生了日趋强烈的危机感， 为此该校
应运而生。 法国政府的目标是， 在未来10年内力争使该校
跻身世界大学排名前10位。 （王英斌 编译）

3月21日至3月22日， 2015年中
国国际教育展 （CIEET） 巡回展在
北京隆重开幕。 作为国内留学动态和
走向的“风向标”， 本届巡回展有哪
些新特点和新趋势？ 对于想出国深造
的准留学生们， 有哪些信息可供参
考？ 带着疑问， 本报记者在巡回展现
场一探究竟。

———编者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3月21日上午9时， 春寒料峭。 然
而， 北京市东三环北路16号， 人潮已
然涌动。 人潮中， 有不及十岁的腼腆幼
者， 也有学生模样的翩翩少年， 还有体
态丰满的富态中年， 更有白发苍苍的蹒
跚长者。 他们的言语中除了北京话， 还
夹杂着各种地方口音。 所有人， 都在焦
切地期待着10点钟的到来。

这个场景， 发生在2015年中国国
际教育展 （CIEET） 北京站现场。

这一天10时起， 来自29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400所院校， 将先后在中国的
北京、 上海、 杭州和广州提供现场留学
咨询， 参展机构包括综合大学、 高等技
术学院、 大学预科学校、 职业技术学
院、 语言学校和高中等。

抢人才，国家展团各使绝招也
都蛮拼的

“今年的巡回展是全国留学工作会
议召开后的首个国家性的国际教育展
览， 意义重大。” 本届巡回展主办方、
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主任孙建明表示， 巡
回展将全面围绕落实留学工作会议精
神， 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权威、 专业、
全面、 直接的海外留学信息， 为参展院
校提供全方位的宣传、 推广服务， 为国
内院校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你好”， 在加拿大展馆现场， 见到
中国教育报记者， 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
先生主动用中文打了个招呼。 本届巡回
展上， 加拿大展台以国家展团形式参
展， 而赵朴亲自“站台”。 前来咨询的
家长和学生将加拿大展台围了个水泄不
通， 人气可谓火爆。

据悉， 除了加拿大外， 英国、 法
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韩国、 日本、
马来西亚也以国家展团的形式参展， 集
中展示该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国的整体形
象与优势。 其中， 美国和英国仍是参展
机构数量最多的国家。

记者采访时发现， 有来自名古屋大
学、 大阪大学、 明治大学等37所日本著
名高校的近100名招生代理参加了此次
展会， 数量在参展国家代表中居于前
列。 日本法政大学招生负责人表示， 为
了让大学招收更多的留学生， 特别是中
国留学生， 日本文部科学省给予日本大
学专项拨款， 因此很多日本大学集体来
中国招生。

“过去几年， 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
生数量减少， 直到去年才开始有所改
观。 中国学生很勤奋， 我们欢迎中国学
生。”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理事米川英树
说。

缘于参加过多届巡回展， 在本届巡
回展现场， 记者看到很多熟悉的招生面
孔， 然而遇见了更多的陌生面孔。 在英
国展位前， 见到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
的招牌， 记者眼前一亮。 这所1902年
建校的专业教育学院， 其教育学科在
2014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排名中
位居世界第一。

“虽然我们在世界上享有声誉， 但在
中国， 我们认为自己的知名度还不够。”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国际合作交流专员梅
若奇坦承， 酒香也怕巷子深， 因而他们
选择主动来中国揽才。

抓机遇，“一带一路”国家留学
渐“给力”

在俄罗斯展台， 一股浓浓的异域风

情迎面而来， 而前来咨询的家长居多。
一位老者告诉记者， 他曾经在新中国成
立初期留学苏联， 现在想让其孙子去俄
罗斯深造。

“俄罗斯是‘一带一路’ 的重要参
展国家， 其教育质量一直在全世界居于
前列， 莫斯科大学、 圣彼得堡大学等都
拥有上百年历史， 在世界大学中排名前
列， 培养过无数著名科学家、 艺术家。”
孙建明表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

“一带一路” 作为工作重点， 为此本届
巡回展中特别注重“一带一路” 国家参
展。

在德国、 荷兰、 土耳其等“一带一
路” 国家展台前， 源源不断的参展者前
来咨询。 而有着语言优势的港澳台高校，
也抓住机遇重推“一带一路” 小语种专
业招生。 其中， 澳门大学的葡萄牙语专
业成为其推出的一张王牌。

德意志学生交流中心负责人表示，
前来参展的德国高等教育机构分为3种
类型， 分别是综合大学、 应用科学大学
以及艺术、 电影和音乐学院。 其中， 综
合大学主要是培养科学的后备力量， 强
调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化， 而应用科学
大学是伴随现代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应
运而生的， 其教学密切联系实际， 毕业
生除掌握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外， 实践
能力很强， 因此应用科学大学的毕业生
备受企业的欢迎。 此外， 有天赋的年轻
艺术家可以在艺术、 电影和音乐类学院
发展并提升他们的个性和艺术才能。

观风向， 商科依旧受捧但选
择日益理性化

一向在商科领域保持卓越地位的法
国， 这次带来了12所商科类院校参展，

并一直被参展者包围。 商科的魅力， 依然
吸引着中国留学生。 然而， 在国外大学招
生官眼中， 情况也在转变。

“在过去， 中国学生和家长只将目光放
在商科上， 例如我们学校就以商科和工程
学科擅长， 但现在与中国家长交谈， 发现
他们孩子的思想越来越解放， 他们开始选
择新闻、 公共关系、 健康管理等非主流专
业。”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国际办公室主任
狄士礼认为， 总体而言， 中国家长给了学
生越来越多的空间让他们选择留学专业，
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转变。

转变的不只是中国学生及其家长， 还
有前来招生的美国大学和留学机构。

今年， 美国圣安娜学院和圣地亚哥峡
谷学院等多所社区学院也出现在了巡展会
上。 对于很多中国学生而言， 社区学院还
比较新鲜。 圣安娜学院国际学生项目专家
石川顺子表示， 其社区学院提供副学士学
位专业课程， 并获得美国西部院校联盟认
证， 享受与加州大学等多所大学及全美私
立有特色的著名大学与学院的转学分协议。

“今年我们机构参加展会的留学咨询顾
问主要是80后和90后。” 嘉华世达国际教
育交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利敏表示，
他们关注到留学风向的变化并作出反应。
据悉， 嘉华世达根据90后甚至00后的特
点， 推出一站式自选留学产品， 并根据不
同留学不同阶段不同需求打造相应的留学
产品， 即选即办， 让咨询者跟烦琐传统的
留学咨询告别。

那么， 转变面前， 中国学生如何选择
大学和专业？

“选择前首先思考自己想在哪个领域发
展， 然后思考这个领域有哪些相关的专业，
再思考这些专业有哪些专业课程， 最后思
考哪些大学开设这些专业。” 狄士礼建议。

加拿大留学
进入“5”时代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更多学校参考中国高考成绩
记者： 刘总监， 您好！ 目前， 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招收

国际学生时开始认可中国的高考成绩， 加拿大大学对中国
高考成绩认可情况如何？

刘晓丹： 加拿大最著名的世界级学府之一， 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目前已经将中国的高考成绩作为本科申请人的
必要申请条件之一， 但只是将其作为众多的评估条件之
一， 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分数。 而且， 加拿大西部最重要
的综合性大学维多利亚大学也建议本科申请人提供高考成
绩作为申请材料之一。

目前， 高考成绩已经成为加拿大很多高等学府所关注
的中国申请人评估要素， 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加拿大大学将
中国高考成绩正式纳入申请要求。

留学成本加速下降
记者： 近年来， 加元兑人民币汇率始终在下行区间内

调整， 但从2014年年末开始， 加元兑人民币汇率曾突破
6.0这一大关， 这对中国学生赴加拿大留学是否有影响？

刘晓丹： 这标志着加拿大留学正式进入了“5” 时代。
从最早的赴加留学每年25万到30万元人民币的支出， 到
目前每年平均18万到20万元人民币的留学成本， 降幅超
过30%。

相对低廉的留学成本， 搭配兼收英式教育的严谨学风
和美式教育的先进理念， 声誉卓著的加拿大公立教育体制
和稳定开放的移民政策， 使加拿大成为目前留学性价比最
高的国家之一。

记者： 中国和加拿大互发十年多次往返签证， 对赴加
留学生有哪些利好？

刘晓丹： 加方为中国公民提供十年多次往返签证， 为
留学生们赴加求学后， 父母的探亲需求提供了便利， 另外
也为一些计划赴加进行中长期游学和访学的申请人省去了
频繁办理签证的困扰。

中方为加方公民提供十年多次往返签证，一方面为已
经获得移民身份的留学生回国工作发展提供了简便的服
务，另一方面也促进更多的加方学子前来中国交流访问。

调整留学生移民政策
记者： 根据您的观察， 加拿大近年来吸引国际学生到

当地就业的政策是否有变化？
刘晓丹： 为了更好地吸引留学生到当地就业， 加拿大

各个省份都对自己能够自由制定的“省提名” 移民计划进
行了调整。 其中， 最受国内留学生关注的就是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的政策变化。

该省位于加拿大西部， 是众多中国留学生的首选留学
目的地， 也是留学毕业生最多的省之一。 该省将其“省提
名” 移民计划进行了诸多对留学生利好的调整， 包括将就
读文凭（Diploma）和证书（Certificate）的学生纳入可申请
移民的学业类型。同时，将就读时间要求最短1年调整为最
短8个月，其中就读自然、应用及健康科学类专业的硕博类
高学历人才， 无需工作要求即可申请移民以及免除申请人
工作经验要求等新政，可以说为留学生们毕业后的移民申
请最大限度地简化了要求和程序。

2015留学，风往哪吹

留学资讯

中俄技术类高校召开圆桌会

近日， “俄罗斯技术类高校教育与科研现状” 圆桌会
议于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本次会议以“面向未
来校际科技合作前景， 搭建平台， 促进中俄精英高校开展
合作与交流， 共寻合作契机” 为主题， 吸引了来自中俄双
方20余所高校及教育机构的代表参加。 中俄工科大学联
盟 （ASRTU） 中方常设秘书处处长、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
际合作处处长顾建政向参会代表介绍了中俄工科大学联盟
自成立以来在中俄两国复合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构建中
俄两国青年人文、 科技互动交流长效机制等方面所取得的
丰硕成果以及未来的建设发展规划。 俄罗斯报告人向与会
听众阐述了俄罗斯领先技术类大学的教育、 科研潜力以及
与中方院校开展校际合作的发展前景。

据悉， 北京俄罗斯文化中心主任维克多·孔诺夫、 俄
罗斯驻华使馆科技参赞谢尔盖·布尔加琴科等应邀出席了
本次圆桌会议。 （实习生 刘晓宇）

独家访谈

出国留学别只带上行囊
———2015年中国留学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张东

3月20日， 由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主
办的2015年中国留学论坛在北京举行，
学者和专家们围绕“安全留学、 健康留
学、文明留学、成功留学”主题，就学生在
海外学习的行前准备和安全、 健康等问
题发表了演讲， 也为广大准备出国的学
生们提出了建议。

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度我国出国
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其中自费留
学42.3万人。 留学安全是萦绕祖国和家
庭的重大问题，受教育部的委托，中国留
学服务中心从2009年开始针对出国留
学人员进行行前培训， 迄今已通过各种
形式培训20多万人次。

21世纪，出国留学生在出国动机和文
化诉求上有了新的变化，也有更加开放的
思想和更加成熟的物质与知识准备，但是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中国陶行知
研究会会长朱小蔓在留学论坛上提醒广
大准备出国的学生，除了物质、知识和技

术方面的准备， 非物质的准备更加重要，
也更加关键。而非物质的准备，包括文化、
道德、伦理、自理和自控等方面。

学习压力、生活压力、社交压力几乎
总会出现在留学生面前， 但是比起国内
读书的学生， 留学生缺少了可以依靠的
父母与可以倾诉的朋友， 因此必须独自
面对。然而，出国留学之前，学生们心理
方面的准备似乎容易被忽略。论坛上，来
自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教授郑日昌
表示，留学生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一定
要乐观积极地思考问题， 一定不能把问
题绝对化，不能走极端。

在国外，学生需要独自处理所遇到的
问题，因此，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也是必不
可少的。朱小蔓表示，准备出国的学生们应
该具备社会交往的能力和礼仪，并且要学
会尊重、宽容和欣赏别人，学会竞争与合作
关系的处理，更应该具有抗压意志。

“民主需要集中来整合，自由需要法
纪来制约，什么问题都是相对的。”郑日
昌说，不要追求绝对的民主和自由，不能

绝对化。如果辩证地思考问题，内心才能
和谐。

“出国留学更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朱小蔓也表示，出国前，学生们应该先形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并培养自己的兴趣
爱好， 此外还应具备独立思考和良好的
逻辑思维能力。

目前我国的出国留学生都会选择低
风险、 较安全的国家， 多集中在欧美地
区，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也是
我国学生比较青睐的目的地。

对于海外留学安全问题， 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
就当前的国际安全形势和留学生的海外
安全问题做了发言。他表示，安全因素，
包括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 在高风险的
留学地区，客观环境的因素较大一些。然
而， 在如今留学生较为集中的低风险地
区留学， 客观和主观因素都决定了留学
的安全与否。

“在海外，最脆弱的主体就是没有组
织的个体。”李伟表示，自费留学生恰恰

就属于这一类，因此面临的安全风险系数最
高。出国前，学生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所到地
区的安全形势，不光要了解这些国家光鲜的
一面，更要了解阴暗的一面，充分做好应对
安全问题的意识准备。

“在海外留学，学生们遭遇偷、抢、骗和暴
力攻击的可能性都会存在。”李伟说，咖啡馆、
酒吧、歌舞厅等也是最容易遭遇恐怖的场所，
留学生应该尽量避免前往， 因为这些地方是
刑事案件和恐怖袭击比较高发的地方。

在主观方面，中国留学生的“炫富”也可
以危及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因此，留学生中
存在的绑架勒索等安全问题也必须受到重
视。李伟建议，出国前，学生们自身的素质和
修养非常重要，素质教育和知识性教育应该
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对于主观因素方面的安全意识， 李伟建
议， 学生们必须充分了解留学目的地国的法
律法规、民族文化等习俗，并知道海外遇到问
题时如何求助， 第一时间要向当地穿制服的
警察求助。此外，留学生的作息时间一定要与
当地人的习惯保持一致，避免独自出行。

留学观察

留学指导

2015年中国国际教育展巡回展上， 有50多家
加拿大教育机构参展， 提供从小学到博士等各个
学习阶段的优秀课程。 求学加拿大有哪些利好？
为此， 本报记者对嘉华世达国际教育有限公司加
拿大部项目总监刘晓丹进行了专访。

第20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北京站现场， 美国院校工作人员在向参观者介绍学校情况。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