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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

留学视线

留学观察

本报讯 （记者 黄金鲁克） 近日，记者从新
西兰教育国际推广局获悉，新西兰高等教育学院

（NZTC） 在其 2016 年认证体系中增加了一个为
期 6 个月的教育专业证书课程 （领导力和管理）
以及一个为期18个月的幼教专业硕士认证课程。

经过与330多位幼教专家的研讨，新西兰高
等教育学院表示，教育专业证书课程主要是为学
习者提供幼教领域的管理、指导和领导力技能培
训，而硕士课程主要通过在线教学为学生提供幼
教领域的实践知识。

这两项认证课程为幼教领域提供了更多的课
程选择，故而受到了广泛欢迎。新西兰高等教育
学院首席执行官赛琳娜·福克斯表示，学院一直
在评估幼教领域的需求，并为之寻求最佳的支持
方式。

新西兰推出新认证课程

本报讯 （王英斌） 据路透社报道，近年来，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不振，韩国赴海外留学谋求发
展的学生数量呈减少趋势。专家指出，在家庭债
务普遍增加进而成为韩国一个社会问题的大背景
下，花费高昂学费赴海外留学的魅力日渐褪色。

韩国企业和学生表示，造成海外留学减少的
主要原因在于，韩国国内教育水平提高显著，特
别是韩国国内的大学和教育机构所建立的一些联
系相比海外更有利于学生求职和就业。

统计数据显示，韩国赴海外大学以上高等教
育机构留学的人数，2011 年达到峰值 26.2465
万人后，于 2014 年减至 21.4696 万人。而且，
低龄留学生人数减少更为显著。韩国赴海外留学
的中小学生数 2014 年为 1.0907 万人，比 2006
年峰值时减少了约 2/3。同时，韩国大学的年均
学费仅5812美元，而美国大学是其4至6倍。

韩国某公司高管表示，韩国国内大学毕业生
的水平在提高，企业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热衷于
聘用海外留学生。

韩国本土高校吸引力凸显

本报讯 （李琦） 近日，伯克利音乐学院
（Berklee College of Music） 与波士顿音
乐学院 （Boston Conservatory） 正式宣布两
校将合并。经过半年多的协商，两校于 1 月 20
日签署合并协议，并计划在 2016 年夏天完成相
关工作，包括对新院校的认证等。合并后，波士
顿音乐学院将命名为伯克利波士顿音乐学院

（The Boston Conservatory at Berk-
lee）。

波士顿音乐学院理事会主席大卫·斯隆表
示，两校合并是为引领未来表演艺术教育而做出
的决定，两校最优质的专业资源将得以聚集，学
生们将有更好的机会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和最先
进的技术，以创造全新的艺术形式。

有分析人士预测，未来几年，美国高校中还
会有更多小规模院校进行合并。

伯克利波士顿音乐学院将组建

近年来，因为留学考试中成绩屡
屡出现取消，中国考生遭遇诚信危
机。日前，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首席执行官(CEO)沃尔特·麦
克唐纳（Walt MacDonald）博士来
华与教育部考试服务中心签订合作谅
解备忘录，其间就考试诚信及公平等
问题与本报记者进行了交流。

“ 全 球 各 地 都 会 出 现 作 弊 问
题，不应该因为某些国家出现个例
就对其国家贴标签。世界各地都
有投机取巧的考生，但这不能代表
所有考生，更不能以偏概全而有失
公允。”沃尔特·麦克唐纳表示，考
试安全是考试质量的基本保证，考
试作弊和试题泄露会降低考试质
量和考试结果的有效性。为此，美
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在全球所有
地区采用同样的严格标准，不会刻
意比较区分亚洲人或者西方人考
试作弊问题。

目前，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考试安全的办
公室——考试诚信办公室。针对该
中心两种考试形式，考试诚信办公
室有两种不同的安全保密措施：第
一种是机考，考试开始前很短时间

内，考题才会被下载在考场电脑上，
从而在过程中确保考试安全；第二
种是纸质试卷型考试，考试诚信办
公室会用密码保险箱密封试卷，在
考前几小时送至考场，再由知悉密
码的相关人员打开保险箱取出试
卷，整个过程安全性极高。

“当然，我们会对考试作弊问题
持续高度关注，努力提高考试安全
性，从而确保每个考生都能得到公

平结果。”沃尔特·麦克唐纳表示，未
来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将会继续
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考场监测、
语音识别技术、金属探测装置等来
确保考试安全，而且这些措施在全
球所有考场统一实施，以确保不会泄
露试题。

去年2月，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
示，从 2015 年 4 月 6 日起，将只承认
签证类安全英语语言考试（SELT）

作为申请进入英国的签证语言考
试。如今，已过去近一年。沃尔特·
麦克唐纳告诉记者，托福考试仍可
用于英国院校申请。在满足一定条
件的情况下，托福考试成绩仍可用
于申请英国签证第四等级（普通类）
学生签证。当然，中国考生首先需
要确认，自己想申请的英国院校是
否接受托福成绩。目前，托福考试
只可用于申请英国本科学位及以上

水平课程，不能用于申请英语语言
课程和大学预科课程。而且，学生
的托福成绩要达到申请院校和课程
的要求以及英国内政部对移民的英
语水平等级要求。

2016 年，一个关于出国留学备
考的喜讯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将在在线教育平台（Edx）上推出免
费“ 慕 课 ”视 频 。 在 线 教 育 平 台

（Edx）由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
联合开发，而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
心将会把自己独家开发的免费“慕
课”课程，包括考试相关辅导课程、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学习视
频等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以帮助考
生更好地学习和备考。沃尔特·麦克
唐纳表示，今年年中将推出托福“慕
课”，后期将根据市场反馈推出更多
相关服务。

针对中国考生，沃尔特·麦克唐
纳特别分享了自己的人生信条——
努力学习，享受生活，做好人，做好
事。“其实，中国学生的勤奋众所周
知。”沃尔特·麦克唐纳建议，中国学
生在备考时应多利用官网免费资源，
多听英文讲座，并多寻找机会练习
口语。

中国考生在留学考试中正面临诚信危机？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首席执行官沃尔特·麦克唐纳博士认为——

不能因个例对国家贴标签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日前，在加拿大就读的一名中
国学生被遣返回国，其背后的原因
令人哭笑不得，甚至让家长高呼“大
失颜面”。原来，当地警方在该同学
手机里，发现了大量和学生身份不
太适宜的“黄色表情包”，甚至相当

“污”的影像片段。其实，这一案例，
跟近日中国学生因社交网络上不当
言论和照片而被美国高校开除甚至
遣返的事件一样，并非偶然，而是缘
于其特殊的背景。

海外留学：
时刻牢守几条红线

毋庸置疑，满载父母亲友乃至师
长厚望的留学生，出现这样的行为的
确丢人，不仅抹黑了自己，更给广大
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泼了一盆脏
水。且不论他们在海外学习成绩如
何以及学习到了多少先进科学文化
知识，就大量时间消磨在玩智能手
机、上网聊天、玩微信、发红包、发黄
色淫秽段子这一点，就令亲者心酸。

在海外学习期间，笔者曾亲眼
目睹过同胞女生将精力集中于代购
和微商，甚至听闻有女生到夜总会
当兼职服务员、三陪小姐等。而同
时，有些同胞男生痴迷于玩游戏、搞
电子诈骗、打麻将、赌博甚至到酒店
当公关先生等。

那时候，笔者曾想问这些同学
——“你玩得这么过火，你爸妈知道
吗？”甚至，笔者曾忍不住想奉劝这
些同学早日卷铺盖回家，这样一来
能为其父母省下一大笔血汗钱，而
且也不会继续在外面给自己和家人
甚至国家抹黑。

为此，不得不提醒广大留学生
几点：首先，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

使命职责，毕竟努力学习并顺利完
成学业才是海外留学的第一要务；
其次，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和学校管
理规定，为此要恪守规则意识，不触
碰法律和管理规定的红线，更不要
因为对法律法规的无知而意外触
电；再其次，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和宗
教信仰，学习并掌握当地的文化传
统，因为只有处理好与留学当地的
社会文化融洽关系，才能给自己的
学习生活营造良好氛围。

社交平台使用：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客观而言，把留学生“微信黄色
表情包事件”无限放大，过度消费的
话也有失公允。如今，哪个人不玩
微信？那个人的手机能保证是绿色
纯洁的？政府、公安以及电信运营
商等部门不携手并进，从立法等制
度根源上杜绝网络“流毒”的蔓延，
单靠青年群体自控，并不容易。

然而，海外留学生仍然需要自
律并用好微信、“脸谱”等社交媒体
平台。毕竟，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的
推广普及，无疑给广大公众带来了
诸多便利，尤其是给海外留学生及
其家长解决了相思之苦，不仅帮他
们省去了价额不菲的越洋电话费，
还缓解了因为时差带来的交流沟通
不对称等缺陷。

当然，微信、“脸谱”等社交媒体
平台暗藏的风险显而易见。身处海
外，远离父母亲友不说，仅身边复杂
的社会环境就让涉世不深的青年留
学生招架不住。其实，最可怕的是，
很多留学生并没有认识到留学当地
的社会环境之复杂，而依旧像在国内
父母身边一样，我行我素甚至大大咧

咧。殊不知，留学生这个特殊的身
份，已经给很多别有用意的国际人士
接触自己提供了天然的保护色。

今年 2 月 9 日，美国奥巴马政府
推出了《网络安全国家计划》，并成
立由国会、企业界和学术界代表组
成的“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
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其重点监管对
象。而美国媒体曾经报道过的网络
金融诈骗案、军事间谍案甚至惨遭
开除并被遣送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事
件，其言论证据来源就是日常使用
的微信、“脸谱”等各种社交媒体平
台。由此可见，在迅猛发展的网络
安全技术面前，传统意义上的封闭
式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呈现得赤裸透
明，并没有什么可以遮掩隐瞒了。

学生家长：
监管不能缺位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因
此，留学生在海外的学习生活需要
家长的积极参与和介入。为此，广
大留学生家长需要注意的是，不要
觉得将孩子送到海外喝洋墨水，将
来他们回国后就能成为优质海归，
并一定能够给自己家的宗祠和祖坟
增光添彩。要知道，家长绝对不能
当甩手掌柜，不能只知道给孩子生
活费、学费和零花钱，出了事儿只知
道找中国驻外使、领馆。重要的是，
家长一定得抽出时间关心自己的孩
子，了解他们在国外除了学习，业余
时间都在干什么，都经常和谁在一
起，出入哪些场合等。

特别是，自己孩子的性格品行，
作为家长一定得知道。同时，留学
生家长应该多费心思，工作之余和
下班回家睡觉前不妨关注下孩子的

朋友圈，了解孩子最近都在忙什么，
生活轨迹如何。家长甚至可以和孩
子的同学以及所在学校的学联干部
联 系 沟 通 ，掌 握 孩 子 的 动 向 和 表
现。这些并不是侵犯孩子的隐私，
而是在尽一个父母应该尽的责任，
特别是为孩子不给社会、不给国家
抹黑做出自己的贡献。

出国前培训：
增强针对性和时效性

其实，留学生到国外犯这样那
样的错误，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
其中，缺乏对于留学当地的了解首
当其冲。因此，国内高中和高校以
及国内负责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中央
和地方部门，进行行前培训不要流
于形式，要邀请熟悉留学当地文化
习俗、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规定的
毕业回国人员，或者留学当地中国
使、领馆教育处（组）负责留学生管
理和领保安全的专业人士，来给那
些即将到国外学习的青年学子进行
系统而富有针对性的行前培训。

具体而言，培训内容可以分成
多个专题，通过专题片、纪录片、具
体案例、宣传光盘、在线网站等多种
形式，涉及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宗
教信仰、跨文化交际、文化冲突预防
与处理、心理健康、防盗防骗、如何
识别社会圈子等多个领域，从而为
留学生避免因为无知“触电”带来的
不必要烦恼。

当然，所有这些只能是建立在广
大留学生洁身自好并绷紧安全意识、
身份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基础上，并不
能取代留学生自身的行为认知。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高等教育
研究所）

留学，社交平台的正确“打开”方式
张雷生

据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 （HEPI） 近期
发布的报告，来自 51 个国家的 55 位国家领导人
在英国接受了大学教育。如果按照国家领导人和
总体学生人数的比例来算，英国每5万名毕业生
中就会出现一个国家领导人,故而英国培养出国
家领导人的可能性比美国高10倍。

数据显示，牛津大学位居第一，有9位现任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毕业于牛津大学，例如澳大
利亚新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他取代牛津校
友托尼·阿伯特登上了总理宝座。同时，匈牙利
总理奥班·维克多和来自比利时、不丹、约旦、
挪威和马来西亚的世袭君主等均毕业于牛津大
学。曼彻斯特大学排名第二，有8位现任总统或
首相从该校毕业，包括爱尔兰总统麦克·希金
斯、冰岛总统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伊
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等。剑桥大学和布里斯
托大学均培养了3位现任国家领导人。

其他英国大学毕业的领导人，如伊朗总统哈
桑·鲁哈尼，曾在格拉斯哥卡里多尼亚大学学史
前考古，而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
斯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过，图瓦卢总理埃
内尔·索本嘉则先后在牛津大学和萨塞克斯大学
接受过教育。

“很多国家领导人都接受了英国教育，这种
软实力无疑提高了英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主任尼克·希尔曼表示。

此外，据英国政府的统计，有海外求学经历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38%的人在英国接受过教
育。具体而言，从 1901 年以来，一共有 860 人
获得诺贝尔奖，其中131人曾在海外学习，在英
国学习过的有 50 人，在美国学习过的有 37 人，
而在德国学习过的有23人。

（作者单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每5万名毕业生中就会出现一个国家领导人——

盛产元首的国家
原来是它？

李霄鹏

留学资讯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
称，一名就读于美国一所大
学的中国留学生惨遭开除并
被遣返回国，罪魁祸首竟然
是其在社交网络上上传的
“玩笑”言论和照片。同
时，有消息称，美国有高校
已经开始彻查国际学生的社
交媒体平台。当社交媒体平
台与留学相遇，中国学生不
能再将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视为“儿戏”。

——编者

留学考试

卡普兰考试培训机构 （Ka-
plan Test Prep） 近期调查显
示，在美国高校录取过程中，
通过申请人个人社交媒体平台
了解学生信息的比例日益提高。

在一项针对400 位美国高校
招生官的调查中，40%的招生官
表示曾为试图了解申请人的情
况 浏 览 过 学 生 的 个 人 社 交 媒
体，这一比例是 2008 年时的 4
倍。其中，89%表示频率“极
少 ”， 11% 表 示 会 “ 经 常 ” 浏
览，同时有29%的招生官表示会
通过网络搜索申请人信息。录
取 过 程 中 ， 除 标 准 化 考 试 分
数、平均成绩和课外活动等传
统的考量因素外，越来越多的
招生官开始通过个人社交媒体
平台了解学生的信息，包括学
生的个人特长、获奖情况、犯
罪或被惩罚记录等。

受 访 招 生 官 表 示 ， 一 方
面，越来越多的申请人会主动
提供个人社交媒体账户，以全
面展示自己在音乐、艺术或写
作等方面的专长，邀请招生官
予以关注；另一方面，当申请
人提及自己曾获过某项著名的
奖项，或曾有某项犯罪或被惩
罚记录时，录取官也倾向于上
网搜索查看。对于申请奖学金
或在申请过程中收到他人匿名
举报的申请人，招生官也倾向
于通过网络搜索，尽可能多地
核实学生情况。

调查同时显示，申请人公
开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其实是

“双刃剑”，37%的招生官表示曾
因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增加了对
申请人的好感，包括发现他们
的 领 导 才 能 或 社 区 服 务 经 历
等，而同样有37%的招生官表示
因社交媒体信息对申请人产生
了负面印象，包括发现犯罪行
为、吸毒或酗酒、种族歧视或
不当行为等。普兰考试培训机
构对此评价，社交媒体虽然没
有改变大学录取的整体局面，
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
果学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
的信息对大学申请的影响有利
有弊，在拿不准发布哪些信息
时，最佳策略是不要公开这些
信息。

（作者单位：中国驻纽约总
领事馆教育组）

社交媒体莫乱发，
小心被招生官盯上

李琦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考
试将于今年 3 月推出新版，此举被媒体称为有史以来
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新版测试总分将从之前的2400分恢复到1600分，
将检测学生的阅读、写作和数学能力，并将减少生僻词
汇，而采用教学上更通用的词汇，以考查学生对这些字
汇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理解能力。同时，新版测试着重
检测考生的现实生活知识，并强调其分析能力。此外，
新版测试取消了猜题答错加重扣分的做法，作文也改为
选做题，如学生决定不写作文，将减少约50分钟的考试
时间。

值得重视的是，新版测试中，阅读部分的要求实质

上被大幅提高了。虽然新版测试中阅读部分的词汇量
为3250，比旧版的3300个略有下降，但是词汇的考查方
式做出改变。一方面在阅读部分本身，逻辑和短句填充
问题被取消，并改为内容更长、难度更大的阅读段落；另
一方面，数学测试中的题目将增加更多词句。

据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主办方——美国大学
委员会（College Board）介绍，新版测试将更能反映
高中教学内容以及学生上大学和就业所需要的技
能。美国大学委员会还与线上教育机构——可汗学
院（Khan Academy）合作，向所有学生免费提供新版
测验互动练习。

（作者单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

新SAT考试将于3月推出

张帅

预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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