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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视线

亚洲研究生招生的“国际范儿”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近日， 一年一度的美国研究生
院及商学院入学考试 （GRE） 亚
洲顾问委员会2015年年会在广州
召开。 来自亚洲国家的研究生教育
和招生领域专家们齐聚一堂， 探讨
亚洲研究生招生的“国际范儿”。

雷伊·雷耶斯：
亚洲应有自己的评定标准

作为全球四大以案例学习出名
的学院之一， 亚洲管理学院颇为引
人注目。 亚洲管理学院招生及学生
事务执行董事雷伊·雷耶斯 （Rey�
Reyes） 认为， 亚洲研究生教育和

招生应该有自己的评定标准。
“据预测， 2020年， 到亚洲就

读商科研究生的人数会超过美国和
欧洲国家总体的人数。” 然而， 雷
伊·雷耶斯表示， 亚洲当前的研究
生教育还面临诸多挑战， 特别是亚
洲大学的评定标准仍然在使用西方
的标准并与西方标准做比较， 而西
方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于亚洲的情
况， 因而应该起草一份新标准。

邓地：
研究生招生的“中国价值”

对于雷伊·雷耶斯提出的“亚
洲标准”，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工商
管理硕士 （MBA） 项目主任邓地

教授深为赞同。 他补充认为， 要提
升亚洲研究生招生的“国际范儿”，
中国的商学院需要思考能否为本土
特别是国外的学生提供一个价
值———“中国价值”， 即能够有多少
东西可以贡献给国际学生， 特别是
能够提供多少中国本土案例。

缅甸是“一带一路” 的重要国
家之一， 邓地表示， 暨南大学在缅
甸有一个项目， 其中有项目学生经
营着缅甸最大的纺织企业。 学生要
学习怎样进行纺织战略发展， 而中
国比较有经验， 故而可以将经验总
结出来， 为学生提供建议。

“国际学生来中国求学， 很大
部分原因是看中中国的市场前景，

以后要在中国工作或者做与中国有
关的工作。” 邓地认为， 我们应该
提供一些机会， 让学校或者其他机
构帮助学生。 例如， 我们能否培养
来自欧美的国际学生， 让他们毕业
后在欧美的美的集团或者华为技术
有限公司工作。

傅晓青：
拥抱“一带一路” 战略机遇

“澳门大学研究生院50%的硕
士和80%的博士是内地生源 。 ”
澳门大学研究生院代理院长傅晓青
（Maggie� Fu） 教授说， 澳门大
学的定位是不局限于澳门， 还要为
祖国和周边地区做贡献。 为此， 傅

晓青每年都要带一批人在祖国内地做
一到两场的推广， 并在2015年将重
点放在祖国西部地区。

对于祖国的“一带一路” 战略，
傅晓青表示， 5年前就有港澳台高校
提出该地区研究生教育的优势———国
际化、 信息化和中国的崛起。 为此，
澳门大学商学院还专门对“一带一
路” 战略进行了研讨， 而澳门大学研
究生院也希望参与研讨并成为其中的
一分子。

“这会影响到研究生院课程的设
置， 包括从招生到培养， 怎么更好地
满足新政策带来的机遇。” 傅晓青认
为， 这是机遇也是挑战， 但这个新的
变化真的特别好。

塑造学生的
商业性格
———访凯瑞商学院院长伯纳德·法拉利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记者：伯纳德·法拉利院长，您好！ 作为世界名校，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中国很出名，但凯瑞商学院对我
们来说，还比较新鲜，您可否介绍一下？

伯纳德·法拉利：凯瑞商学院招收全职工商管理硕
士（MBA），只有5年历史，但我们对于非全职类商业管
理类教育，已经有99年历史。

虽然是一所年轻的商学院， 但我们是全球顶尖研
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部分， 而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在美国和世界上都首屈一指。

记者：那么，您能否谈谈凯瑞商学院与其他大学商
学院有哪些不同？

伯纳德·法拉利：与其他商学院不同，我们在教授
商业课程时，不仅教授商业，还注重商道的培养，正如
我们的院训———“以仁为本”。 我们既培养学生的量化
和分析技能，同时还激励他们创新能力的发挥。

而且，我们在培养中赋予学生以商业特性，特别是
塑造其商业性格。 在我们看来， 一个人要成为商业领
袖，他首先应该是一个公民领袖，为此我们强调商业领
袖应该肩负的责任。 我们的学生平均年龄在22岁到26
岁。 他们刚来学院就读时， 对商业领袖的看法是不同
的，但我们努力让他们在毕业时的看法能够一致。

因此， 我们商学院毕业生能够在走上社会时保持
优秀。他们坚信，只有杰出的社会才能让他们顺利开展
商业活动。如果社会受到破坏，对他们经商是非常不利
的。

记者： 您对中国学生怎么看， 如果他们想申请贵
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伯纳德·法拉利： 凯瑞商学院青睐中国的学生，因
为中国学生特别聪明。当然，我说的聪明是多角度且多
维度的。聪明是说中国学生有建造的能力，但这种建造
不是指建造房子，而是指中国学生在职业生涯中，能够
建构商业机构并展现出他们的创造能力。

对于想申请凯瑞商学院的中国学生， 大学里的学
术成就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要审视他们的标准化测
试成绩，例如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院入学考试（GRE）
成绩等，但这并不是我们考虑录取的唯一因素。如果想
取得申请上的成功，必须要早动手准备。中国学生的特
点是申请时喜欢一拖再拖，这可不是好习惯。

记者：作为一所年轻的学院，贵院与中国有关方面
未来会有哪些深入合作？

伯纳德·法拉利：因为我们还年轻，所以我们寻求
与全球教育机构建立联系。 我们有一个助理院长常驻
中国，致力于开拓与中国教育机构的联系。 同时，我们
学院有很多教职工祖籍在中国， 因此他们利用自己的
背景与关系帮助我们与中国建立联系。

迄今为此， 凯瑞商学院与中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
官方联系， 但我们希望与中国的联系能稳步推进。 当
然，希望我们找到合适的中方合作伙伴，而且一旦开展
合作后，能够让双方互惠互利。 我们预期，凯瑞商学院
一定能够与中国合作伙伴建立稳定关系。

英国推出医疗附加费政策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张东

据英国驻华大使馆消息， 自4月6日起， 来自欧
洲以外并在英国停留时间超过6个月以上的所有公
民均须支付“医疗附加费”。 支付该笔附加费用之
后， 前往英国的移民将在其签证有效期内与英国永
久居民一样， 享有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 （NHS）
的待遇。

医疗附加费用为每年200英镑， 在校学生为每年
150英镑， 随行家属将支付与主申请人相同的数额。
签证申请时， 申请人在提交在线表格时需要同时支付
此笔费用， 并预先支付覆盖整个英国签证有效期的附
加费。

申请人填写签证申请表格、 支付签证费用并预约
签证申请中心递签时间后， 需登录医疗附加费在线支
付门户网站支付医疗附加费， 并获取健康参考号后，
才能前往签证中心递交签证申请。 如果申请者签证申
请被拒绝或取消， 此笔费用将被退还。 此项费用按照
年数确定金额。

英国大使馆表示， 如果需要支付医疗附加费用的
申请人未进行付款， 英国签证及移民局将无法为其发
放签证。 相关指南和付款门户网站详细信息已于4月
6日在英国政府网站上公布。

英国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是， 有调查显示英国国家
医疗服务体系每年为留学生花费费用为4.3亿英镑，
平均每人超过700英镑， 而留学生医疗附加费用是每
年150英镑。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说： “那些前往英国学习和
工作的人员对英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
因此， 我们有意将该附加费设定在具有竞争力的水
平———即低于大多数私人医疗保险费用。”

然而， 此次政策变化不会影响到持6个月及更短
有效期访问者签证前往英国的访客。 按照之前规定，
通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获得医疗保健服务的赴英
访客仍需支付相应的费用。

留学观察

留学考试

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会（GMAC）
近日发布《2015年毕业生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
示，商学院毕业生收入高，晋升快。日前，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院长伯纳德·法拉利
（Bernard� T.� Ferrari）教授造访中国，本报记
者借机就商学院话题对其进行了采访。

“掌门”佩恩解密GRE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过去5年， 美国研究生院及商
学院入学考试 （GRE） 考生人数
增长非常大， 特别是2014年， 考
生人数增长了11%。” 近日， 美国
教育考试服务中心高等教育部首席
运 营 官 戴 维·佩 恩 （David�
Payne） 博士在美国研究生院及商
学院入学考试亚洲顾问委员会
2015广州年会上如此表示。

在美国参加考试的中国
籍学生进一步增长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数据显
示， 美国本土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
院入学考试考生人数在2014年保
持稳定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考生数量整体上升了
11%。 其中非洲增长23%， 亚洲增
长11%， 拉丁美洲增幅达28%。

具体到国别， 相比 2013年，
印度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院入学考
试考生数量在 2014年上升了近
20%， 达到11万人次， 韩国考生
数量在2014年增幅超过9%， 中国
考生数量在2014年保持稳定， 但
在美国参加考试的中国籍学生进一
步增长。 具体到专业， 有意报考商
科、 物理和工程等专业的考生在
2014年显著增长 ， 增幅分别为
18%、 13%及11%。

“自2009年以来， 年度考生数
量总体增长了12%， 2014年的数
据进一步显示美国研究生入学考
试深受世界各地考生的青睐。” 佩
恩说。

中国有43所大学接受考
试成绩

目前， 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
院入学考试是全球认可度最广的
研究生阶段入学考试， 可用于申
请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生院和商学
院。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数据
显示， 全球1200多家商学院接受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 包括
大多数一流院校。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网站
发布的2015年度大学排名， 美国
前100名的商学院中有93所接受美
国研究生院及商学院入学考试。 在
过去的一年中， 更多商学院明确表
示将接受考试成绩。

中国现在有43所大学的商学院
和研究生院承认美国研究生院及商
学院入学考试成绩， 作为入学时候
认可的成绩。戴维·佩恩说，在过去，
很多中国学生在很小的时候就赴美
留学，虽然他们人已经在美国上学，
但要回到中国申请美国研究生院及
商学院入学考试。现在，美国教育考
试服务中心做了调整， 这些中国学
生可以在留学所在国进行考试。

考试安全性备受美国教
育考试服务中心重视

2014 年 ，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BBC） 通过暗访调查发现， 有些
留学事务咨询代办机构通过替考等
作弊手段， 帮不会英语的外国人通
过了“托业” （TOEIC） 考试，
收取价格不菲的枪手替考费。

“托业” 考试由美国教育考试

服务中心提供， 是专门针对在国际
工作环境中使用英语交流者的英语
能力测评标准和考试， 也是英国移
民部门在对外国人发放签证时参考
的英语水平资格之一。

事件发生后， 英国内政大臣特
丽莎·梅表示，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
英国移民部门不再认可美国教育考
试服务中心提供的所有英语考试成
绩。 部分英国院校甚至已经拒绝接
受学生提供托福成绩作为院校申请
的语言成绩， 转而只接受英国本土
的雅思考试成绩。

“不承认托福成绩的决定， 是
英国政府的决定， 但是很多英国知
名大学仍然认可我们的考试成绩。”
佩恩说， 在中国和全球各地， 美国
教育考试服务中心非常重视考试的
安全性。 为此， 中心采取各种方法
鉴别和发现任何违反考试规定的行
为， 一旦发现考生有作弊行为， 就
会取消其考试成绩。 据悉， 目前美

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在考试中使用
了生物语音识别技术， 可以确定考
生的身份。

现在的中国学生每个月
都可以考试

“在可预见的未来， 美国研究
生院及商学院入学考试不会有新的
变化。” 佩恩表示， 从2011年起，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推出了新的
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院入学考试，
而新版一经推出， 就受到考生和大
学的欢迎。

新的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院入
学考试主要分为语言能力、 数学能
力、 规范性思维和写作能力等测试
方面。 如此设计， 旨在全面考核学
生在学术领域各方面的能力。 为了
提升这些方面的能力， 考生需要广
泛阅读相关学术方面的材料， 并主
动用英文进行学术交流。

以前， 中国学生每年只能考两

次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院入学考试，
但现在的中国学生每个月都可以考
试。 如果考生对某次考试成绩非常满
意， 他们可以将成绩提交给想要申请
的院校。如果考生对考试成绩不满意，
他们可以等下次考个更好的成绩后再
提交。佩恩认为，新版给中国考生带来
了实惠，也能够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针对中国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院
入学考试考生在2015年的备考， 佩
恩建议， 极早申请， 早做准备， 并花
时间好好准备。 目前， 美国教育考试
服务中心为全球考生提供了一些免费
或者价格比较低的备考材料。 佩恩认
为， 中国考生可以将这些材料利用起
来， 借此了解考试形式， 并更好地反
映自己的真实成绩。

“在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中， 同
一部分试题内， 考生可以浏览试题，
跳过难题， 之后再返回作答并修改答
案。 这些人性化设计能帮助考生取得
更好的成绩。” 佩恩说。

读硕“泡菜国”

■刘洋

韩国的大学分为国立大学和私
立大学两类， 国立大学以首尔大学
为首， 学费相对较便宜， 而私立大
学以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为首， 学
费就不是一般的“给力” 了， 特别
是延世大学享有“泡菜国” 最贵大
学之“美誉”。

80%的授课内容为英文
3年前， 考虑到留学费用， 我

选择在韩国全北国立大学开始了自
己的“韩漂” 生活， 并进入韩国比
较强势的显示器研究方向。

整个两年硕士期间， 我的任
务是完成24学分的课程， 并通过
毕业考试。 同时， 我要在实验室
进行一些教授布置的实验任务，
并最终完成学位论文。 那24学分
的课程， 80%的授课内容都是英
文的， 而且课程的官方语言也被
规定成英文， 这也就意味着上课
期间需要用英文交流， 作业也只
能用英文完成。 尽管有一些课程，
教授选择韩语授课， 但是其讲义
也一定是英文的。

发表型授课易被问倒
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是在一起上

课的， 教授上课的形式也基本定型
为讲授型和发表型两种。 讲授型的

授课和国内差不多， 教授在上面滔
滔不绝， 学生在下面奋笔疾书， 偶
尔角落里也会飘来某些同学的酣睡
声。

要特别介绍的是， 在发表型授
课上， 教授只给学生一个比较大且
宽泛的题目， 然后规定发表的顺
序， 学生们自己准备发表的内容，
并准时发表演讲。 对感兴趣的发
表内容， 教授和同学们会提问。
当然， 很多时候做发表演讲的同
学都是面红耳赤、 头冒白烟地结
束发表演讲的， 毕竟教授的学识
不是一般的渊博， 而发表演讲的
同学被问住也不是一次两次。

以实验室为家的日子
至于研究， 教授会随时跟进

我的实验进展， 每个礼拜组织一
次实验室会议， 并偶尔地闲聊一

下。 毕竟是教授申请到的国家项
目或者和公司合作的项目， 都需
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结题， 压力也
不小。 教授规定， 我们实验室的
学生的工作时间是平日9点至22
点， 周六9点至16点， 显然科研任
务有点重， 但教授会支付一些酬
劳。 虽然酬劳没有上班族那么多，
但满足基本生活没有问题， 也能
让大家做科研不分心。

平时没课，同学们都在实验室
学习，做实验或者积累专业知识。
实验室前后辈们在一起可谓其乐
融融， 偶尔教授会带着大家喝个
下午茶，打个棒球或者踢场足球。
体谅到我们的辛苦， 教授每个礼
拜都会带我们出去享受韩国美
食———生鱼片、烤肉、烤猪大肠或
者参鸡汤……基本上把附近的美
食吃遍。

教授会推荐毕业学生就职
和国内高等教育相比， 韩国更宽

泛的教育平台值得肯定。 虽然只需要
完成24学分的课程， 但与专业相关
的课程可以找到60学分甚至更多，
因此我有更多的选择。

大学教授在韩国虽然比不上律
师、 检察官和医生， 但也算是社会地
位较高的一群人。 据我观察， 教授和
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 虽然教授也会
批评学生， 但只要不涉及学习和科
研，教授都愿意和学生打成一片。在我
们实验室，外出就餐或者游玩时，教授
会张罗着和我们打牌， 学生们张罗着
怎么灌醉教授。每当毕业季到来，教授
都会带着要毕业的学生去各种公司参
加会议， 给学生介绍一些人脉并推荐
学生到合适的公司去就职。

（作者系韩国延世大学博士生）

独家访谈

留学故事

近日， 国际测评研究专家、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高等教育
部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戴维·佩恩， 亲自来中国参加美国研究生
院及商学院入学考试 （GRE） 亚洲顾问委员会2015年年会。 作
为“掌门”， 佩恩会跟中国考生分享哪些美国研究生院及商学院
入学考试的秘密？ 且听本报记者一一道来。

———编者

每当韩剧来袭，这个曾因
泡菜而闻名于世的时尚国家，
都会勾起国内准留学生的无限
遐想。那么，在韩国读硕士是一
种怎样的体验？

目前，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在考试中使用了生物语音识别技术，可以确定考生的身份。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