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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 一种小词汇， 却自带体温， 钩沉出整个年
度的酸甜苦辣。 旧的一个年度即将成为过往， 其间， 哪
些留学热词烙下了印记？ 本版对这些热词进行梳理和解
析。

———编者

12月， 两位杭州女孩一夜爆
红， 一位叫郭文景， 被哈佛大学提
前录取， 另一位叫沈佳文， 考上了
比哈佛还难考的美国密涅瓦大学。

两位女孩有着相似的背景———
长得美、 成绩好、 家境好， 而且比
任何人都更努力， 故而在网络上均
享有“女神学霸” 的称号。

2015年，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霸
走入世界名校的殿堂。 南京外国语
学校发布的数据显示， 南外2015届
高三共有295名学生被包括哈佛大
学、 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斯
坦福大学在内的世界一流大学录取，
可谓一大波学霸袭来。

学霸现象的背后， 是留学日益
成为国内高中生升大学的重要选择
之一。

为何唯独他们能够获得诸多世界级
名校的争抢和青睐？成绩好就可以了吗？
家庭背景好就可以了吗？

答案， 是否定的。
分析学霸们的成长经历， 能够清晰

看见他们在保持学习名列前茅之外的各
种“拼”。

郭文景多次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并获奖， 同时， 还学帆船， 学滑雪， 学
救生员， 参加全英文的辩论赛；

沈佳文小学、 初中均是浙江省电视
台的小主持， 同时， 是校田径队的运动
员， 并利用假期在卡西欧公司实习。

……
纵观这些留学学霸， 成绩好已不是

他们唯一的标签。 独特的特质和能力，
才使得他们成为世界名校的新宠儿。

不是吗？

今年6月， 一则关于中国留学生
欺凌同胞并震惊全美的消息在网络上
刷屏。

美国媒体报道， 该案性质之恶
劣， 手段之残忍， 涉案人数之多， 所
犯罪行性质之严重， 在美国刑事案件
中实属罕见。 其中， 涉案学生无论原
告， 还是被告， 全部来自中国， 且大
多为未成年人。 被告中的一位家长因
涉嫌贿赂证人被抓捕。

近年来， 中国留学生在国外陷入
犯罪行为的案例屡见不鲜， 故而以上
只是冰山一角。

诚然， 这跟越来越多的中国低龄
学生选择留学海外有关系。 美国国际
教育协会发布的 《2015年门户开放
报告》 发现， 中国赴美本科留学生人
数首次超过了研究生人数。

低龄留学的孩子， 经常被戏称为
“早留鸟”。 “早留鸟” 现象背后， 有
家长的担忧， 亦有国家“平安留学”
的牵挂。

然而， 现实总是事与愿违。

家长的心情能够理解。 送孩子去
海外学习， 固然能够让孩子享受更好
的教育资源，亦能为其搭建一个更为宽
阔的舞台。 但自己对国外是否足够了
解，对孩子是否足够了解，就值得商榷。
毕竟， 留学可能是家长做出的决定，而
真正留学的主体，却只是孩子。

中国留学生欺凌同胞一案， 折射
出法治文化的不同， 让心智不成熟的
留学生在国外“水土不服”。 其父母，
在法庭外又试图花钱“摆平”， 藐视国
外司法。

教训， 总是惨痛的。
对于准备出国的留学生及学生家

长， 是时候主动学习留学国家的法律
规则， 提升自身的法律法规意识， 减
少触犯法律的概率， 保证自身权利受
到侵害时能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了。
同时， 学校、 留学中介和寄宿家庭等
对留学生安全应担负起责任。

要知道， 当家长将孩子送出国
门， 谁也未曾期翼为世界培养一个犯
人……

“大 众创业 、 万 众 创 新 ” ，
2015年， 堪称史上海归创业最
“火” 的一年。

良好的创业政策环境， 优质的
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海归学子选择回国发展，并
努力在创新创业上一展拳脚。“父母
在，不远游”，回国创业，亦是海归们
选择离家人更近的一种方式。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
智联卓聘联合发布的《2015年中国
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 表明，3年内
开始盈利的企业达37%，3至5年开
始盈利的占14%，5至10年开始盈
利的企业为5%， 比例相对较小。此
外，44%的创业企业尚未开始盈利。

在创业阶段， 海归创业者最需
要获得关于市场开拓、 金融服务、
创业场所提供等方面的帮助。 海归
创业政策需求方面， 海归创业者更

希望政府能够解决科研资金申请过程
限制较多、 加大科研资金支持力度、
政策落实等问题。

客观形势不难察觉， 创业易， 亦
不易。 而且， 盲目创业的海归大有人
在。 如， 过分集中于互联网， 为了创
业而创业。 事实上， 虽然海归创业有
其独特优势，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
创业， 而且国家鼓励“大众创业， 万
众创新”， 似乎更呼唤的是创业和创新
精神， 哪怕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

美国前国务卿、 斯坦福大学教授
康多莉扎·赖斯说过， 对于创业者而
言， 不敢冒险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她
表示， 并不是每个创业点子都是好点
子， 都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成功， 其产
品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购买。

看过这些， 你还想创业吗？
不妨先问问自己是否有冒险精神。

毕竟， 创业不是过家家。

独家专访

做当代应用学习领域的领导者
———访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院长瑞克·伊德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建立于1976年的新西兰国立理工
学院， 致力于将大学学术上的标准和
理论与高等理工学院的技术职业相结
合，颇具专业特色。近日，新西兰国立
理工学院院长瑞克·伊德(Rick� Ede)
访问中国， 本报借机会就中国学生关
心的留学问题，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满足业界对毕业生“软”技
能的要求

记者：瑞克·伊德院长，您好！作为
新西兰规模最大的理工科大学， 贵校
是如何确保毕业生能够获取更好的工
作机会和职业发展前景的？

瑞克·伊德： 全球职业环境正在
发生巨大的变化， 作为毕业生实际能
力和潜在实力证明或指标的资格证
书、 教育文凭， 其价值正遭遇越来越
大的挑战。 为此， 新西兰国立理工学
院正在努力变革教学实践， 以更好地
反映当今世界的变化， 满足业界对毕
业生的专业技术和“软” 技能的要
求。 例如， 学院的每位教师必须在
16个月内掌握实施一套新的创新型
学习方式的技能。

我们要做当代应用学习领域的领
导者， 满足业界和雇主对我们所培育
的技能和人才的需求。 在我们学院，
我们要求教师们检讨自身的教学方
法， 并在教学实践中引入符合当代社
会潮流的举措。 这些举措包括高度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法、 大量使用网
络化学习工具、 运用游戏化和创客空
间等新的教学实践等。 同时， 为了了
解哪些举措可以奏效， 哪些不能， 学
院建立了实验课堂， 让教师对新的教
学方法和技术进行测试。

记者： 贵校推出了一个名为“创
意产业学士” （Bachelor� of� Creative�
Enterprise） 的新学位。 您能否告诉我
们这一项目的特别之处， 学生在攻读
此学位的过程中能获得哪些学习体
验？

瑞克·伊德： 这是一个经过重新
设计的项目， 以便让学生掌握在职场
中获取成功所需的技能、 经验和企业
家精神。 该项目的优势包括： 教学人
员既有本校教师， 也有行业人士； 学
生有机会参与真实能带来商业成果的
行业项目； 学生可以建立现实世界中
的人脉和关系网络； 学生能够学习如
何经营他们自己的企业———这是设计
行业中的一项核心技能。

为“创意产业学士”项目授课的不仅
有学校教师，还有产业界的专业人士。学
生还有机会投身于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实
际项目，例如为企业设计新应用程序、主
办展览或设计数字化营销推广活动等。
他们不仅能熟练掌握相关技术， 还将学
习如何与客户协作、 开具发票和如何同
时管理多个项目等重要技能。

培养随时能够投入工作的
毕业生

记者： 我们了解到， 贵校名为
“Concentrix” 的服务中心与很多新西
兰国内和国际客户合作， 提供多种类
型的服务。 该中心如何帮助学生把学
习和实际工作体验结合在一起的？

瑞克·伊德： 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4年， 是继2013年2月国际商业机
器公司 （IBM） 服务中心落成后建立
的另一个服务中心， 并致力于消除教
育和产业之间的脱钩。 两个中心加起
来一共聘用了750名员工， 其中有一
半是学院的学生。

服务中心其实是一家大公司， 它
教会学生如何适应工作环境， 如何成
为大型团队中的一员以及了解企业运
作的方式。 特别是， 其目标在于培养
随时能够投入工作的毕业生。 现在的
雇主都在寻找能够随时投入工作并立
即为企业创造价值的毕业生。 这意味
着这些毕业生不仅需要有技术经验，
还要具备合作能力、 团队精神、 与客
户打交道的能力、 满足多重需求等软
技能以及对企业运转方式的深刻理解。

提供应用教育技术硕士学位
记者： 为了帮助新西兰教师利用

新的学习技术和方式改变其授课方式，
新西兰国立理工学院开发了“思维实
验室” （Mind� Lab）。 您能否简要介
绍一下该实验室是如何运作的， 并为
教师提供哪些学习项目？

瑞克·伊德： “思维实验室” 提供
一种专业化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和教
师了解并体验新的教学方式， 把技术
引入课堂， 培养能鼓励企业家精神、
团队合作、 坚韧努力和创造性解决问
题能力的协作技能。 任何喜欢在创新
科技方面挑战自己的学生， 都会在

“思维实验室” 里接触到一系列的创新
科技， 包括电脑编程、 3D设计和打
印、 科学及工程、 网络及平面设计以
及机器人科学和动画技术。

教师可在“思维实验室” 攻读应
用教育技术硕士证书 （数字化和协作
式学习方向）。 这一学位适用于包括学
前教育教师、 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
在内的教师群体。 该项目帮助教师反
思其自己的教学方式， 教其如何在日
后的教学活动中采用数字化技术和方
法提高教学质量。 同时， 项目采用视
频、 博客和其他现代化媒介手段考核
教师， 所以教师不用递交传统的书面
论文。

在未来， 我们也希望能够将这种
具有开创性的“思维实验室” 开到中
国来。

记者： 目前， 对中国学生来贵校
留学， 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瑞克·伊德： 语言能力永远有提升
的空间， 希望他们来到学校后能够利
用机会与其他国际学生交流并不断进
步。 同时， 不要只是学习， 还应该玩。

留学资讯

年终特稿

2015，留学那些热词

“一带一路”， 这个词汇在国
内国际都享受着极高的曝光率。 这
个体现着重大国家意志的词汇， 也
给2015年留学带来了新契机。

贯穿亚、 欧、 非大陆， “一带
一路” 建设中， 一头是活跃的东亚
经济圈， 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
圈， 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
力巨大，而与之相随的，是对数量庞
大的既掌握语言文化、商贸金融、交
通物流、能源等专业知识技能，又熟
悉沿线国家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的
国际化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

能够预期的是， 具有在“一带
一路” 建设沿线国家留学经验的国
际学生将成为稀缺人才， 并将刺激
中国留学生重点向新加坡、 马来西
亚、 俄罗斯、 西班牙等沿线教育发
达国家分散。

其实， “一带一路” 沿线的一
些非英语国家已经开始行动， 采取
学费减免、 奖学金、 学分认证、 英
文授课以及实习就业机会等优惠措
施， 加大对中国留学生的吸引力
度 。 其中， 德国最为典型 ， 从
2014年冬季学期开始， 16个联邦
州全面取消高等教育收取学费， 仅
萨克森州收取每学期不超过500欧
元的学费。 对国内工薪阶层家庭而
言， 这些举措堪称利好。

相比美国、 英国等传统热门留
学目的地国家，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的留学费用普遍相对较低， 比
如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留学生一年
的全部费用(生活费和学费)大约需
要5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 而且，

“一带一路” 沿线大多属于小语种国
家， 留学投入产出回报率较为可观，
毕业后比较容易找到工作岗位。

这些， 都意味着“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逐渐受到中国学生及家长的重
视。

留学， 终究看得是远见。
当留学新契机来临， 抓住， 才是

真的。

澳洲国际商学院成立

本报讯 （记者 刘好光） 近日，
华商教育集团在北京成功举办澳洲国
际商学院(GBCA)成立典礼。 今年11
月， 澳洲国际商学院成功申请到澳大
利亚政府技能质量监督局颁发的招收
本地及海外学生的办学资质。

“创办澳洲国际商学院海外校区，
并首获澳大利亚政府批准， 这开拓了
中国民办教育机构在海外建立校区之
先河。” 华商教育集团董事长廖榕就

博士表示， 澳洲国际商学院会提供奖
学金和实习计划。

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副主
席谭安杰教授表示， 建立澳洲国际商
学院， 符合全球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
和适应经济新形态对人才的需要。 澳
大利亚驻华参赞杜大维预期， 澳洲国
际商学院的建立将会引领更多中国教
育行业代表在澳大利亚进行更为广泛
多元的合作和扩展。

“米开朗基罗计划”发布

本报讯 （记者 黄金鲁克） 近
日， 西廷思世博教育与意大利佛罗伦
萨欧纳菲珠宝设计学院 （LAO） 及
珠宝产业品牌周大福在北京共同签署
并发布了“米开朗基罗计划”。

“米开朗基罗计划” 的签署和发
布， 意味着中国第一个珠宝产业教
育体系项目正式诞生。 佛罗伦萨欧
纳菲珠宝设计学院将在“米开朗基
罗计划” 开设中国珠宝学院方面给
予全程教学支持， 负责学员在意大
利佛罗伦萨的长中短期的珠宝课程
与实践， 并将同西廷思和周大福一

起建立珠宝设计的中国版教材和整理
保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技
艺。

“这不仅将弥补中国珠宝行业教
育培训的空白， 还为提升整个珠宝行
业整体设计和营销水平做出贡献。” 西
廷思教育董事长许立表示， 该计划不
仅将设立长中短期的各类珠宝设计和
营销课程， 还会聘请国内外许多传统
技艺工匠传授特别的手工技艺。

据悉， “米开朗基罗计划” 中的
第一所珠宝学院将设立在深圳， 之后
计划在全国十个城市开设分校。

今年7月， 内地多地连续六场
次的雅思成绩被大面积延迟发布，
并有350名左右的中国考生成绩被
取消。

今年10月， 美国中学入学考
试 （SSAT， 又称“小赛达”） 官方
发布声明表示， 取消2015年9月19
日中国地区的所有“小赛达” 考试
成绩。

……
近年来， 中国考生留学考试成

绩被取消， 已并非个案。 准备出国
留学的中国考生， 除了吐槽， 似乎
无可奈何。

对此， 官方的解释多是， “质
疑本次考试成绩的有效性”。

对于有效性， 有多种版本的解
读———高分太多、 “过渡押题”、
答案模式化、 偷题泄题、 作弊……

无论是何种答案， 一个共同的
结论是， “中国式备考” 遭遇“诚
信危机”， 抑或说中国考生正面临
世界性诚信难题。

面对国际性考试机构的质疑，
我们有理由充分相信， 以中国学生
的勤奋， 获得雅思、 托福、 美国学
术能力评估测验 （SAT） 等考试高
分甚至满分， 不足为奇。 我们更有
理由充分相信， 以中国学生的好学
善问， 对中国考生成绩的取消等决
定， 难免有所“误伤”。

然而， 我们必须承认， “中国

式备考” 走到今天， 必须反思。 在托
福等各大类型的留学考试中， 中国考
生确实存在作弊等问题。 各种留学中
介和培训机构， 也给学生传递错误的
备考信息， 靠押题和考试技巧而非真
实的英文能力水平来应试。

现在， 甚至出现了入学材料中的
申请文书代写及成绩单造假等恶性事
件。 中国家长和中国学生盲目追求高
分和名校， 往往不会意识到制造假申
请资料或作弊的严重性。 同时， 中国
大量的留学服务中介机构为了市场竞
争和公司利润， 公然违背相应的法律
法规， 让作弊风气“雪上加霜”。

无论如何， 当中国考生出国留学，
其所代表的， 已经不只是一个群体，
而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 为此， 比
起死记硬背或投机取巧， 把心思放在
扎扎实实提升英语水平上才是真理。
更何况， 以美国考试服务中心为代表
的一批国际性考试机构， 已经在系统
性地开发新的技术来评价学生的创造
力和合作能力。

而准备出国留学的你， 还不准备
改变吗？

继美国之后， 加拿大、 新加坡、
澳大利亚等相继于今年对中国开放了
10年签证。

对中国学子而言， 2015年最大
的福音， 当属多个热门留学目的地国
家放宽了签证， 或关乎申请， 或涉及
就业。 其中， 10年签证的放开， 意
味着家长能够在孩子留学期间， 拿起
护照随时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探亲之
旅。 而对于孩子来说， 远渡重洋和休
假回乡之时， 不必再为签证问题而奔
波周折。

这些， 只是弹奏起了今年留学签
证新政的第一篇章。

今年6月， 澳大利亚宣布简化了学
生签证程序， 将学生签证类别的数量
从8种减少到了2种。 对于大部分中国
学子而言， 这能够让他们在申请澳大
利亚学生签证时提供更少的文件依据。
不过， 此次简化程序预计2016年年中
才能正式实施。

比邻澳大利亚， 享有“白云之乡”
称誉的南半球岛国———新西兰， 不仅
允许第三方代表国际学生提出签证申
请， 更推出“一站式” 签证———通路
学 生 签 证 （Pathway� Student�
Visa）。 持有该签证的国际学生可以
在新西兰一些特定的教育机构连续就
读多达3个不同的课程项目， 且有效期
最长达5年。 该签证政策已经从12月7
日开始实施。 初步试验期为18个月，
涵盖500所小学、 中学和高等教育机
构。

工作或者实习机会， 是很多国家
吸收国际学生的杀手锏。 在2015年，
这一趋势被阐释得更为淋漓。

中国学子的头号留学目的地国
家———美国， 将科学、 技术、 工程以
及数学专业的学生实习 （OPT） 延长
期增至24个月。 同时， 法国也将硕士
毕业的国际学生的“找工作时间”， 由
半年延长至一年。 而且， 机械工程、
医学、 会计管理等部分专业硕士文凭
亦可申请。

看着这些工作或者实习机会，难
免令人感叹，留学尚没能逃出“学好
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怪圈。

不过， 即使数理化未学好， 也没
关系， 因为有一个海外工作和实习机
会， 无关专业， 即澳大利亚今年9月正
式向中国开放的打工度假签证。 今年
起， 中国每年将有5000名18岁至30岁
的年轻人， 在澳大利学习、 旅游的同
时， 可以通过打工支付自己部分的学
习和旅游费用。

当然， 必须认识到， 这些国家向
中国敞开大门的背后， 是祖国的崛起。
是祖国， 给了我们拿起护照昂首挺胸
地走出国门求学的底气。

今年， 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 出国留学， 不妨多一些感
恩， 且以和平之名。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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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热词： “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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