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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

通 过 一 系 列 翔 实 丰 富 的 数
据，近日发布的 《英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事实与数据》 对英国
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相关领域
的发展和变化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亮点一：作为全球最主要
的国际学生输入国，英国近年
来国际学生数量的增长主要来
源于中国

根 据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关于参与全球流动国际学
生的最新统计数据，选择赴英留学
的国际学生占 10.3%，英国成为仅
次于美国（19.4%）的世界第二大国
际学生输入国。其后的国家排名依
次 为 澳 大 利 亚（6.2% ）、法 国

（5.7%）、德 国（4.9%）、俄 罗 斯
（3.4%）、日 本（3.4%）、加 拿 大
（3.4%）、中 国（2.4%）、意 大 利
（2.4%）。

同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6 年公布的数据，2003 年至
2013 年间英国高校接受国际学生
的总人数从每年 255233 人上升至
416693 人，增幅达 63.3%。虽然
留英国际学生的整体规模与美国
仍有较大差距，但远超澳大利亚

（249868 人 ）、 法 国 （239344
人）、德国 （196619 人） 等其他
主要留学目的地国家。虽然中国
在同时期内接受国际学生的规模
增幅高达 165%，但 2013 年总人
数仅为96409人。

此外，世界各国赴英留学人数
的变化趋势值得特别关注。近十年
来，欧盟国家赴英留学总人数仅有
小幅增长。虽然非欧盟国家学生赴
英留学的总数增长了 1/3,但最重
要的推动力量为来自中国的留学
生。据统计，2014 至 2015 学年在
英国高校注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高
达 89540 人,是位居第二名的印度
留学生总数的 5 倍。当年，在英国
留学的每 5 名国际学生中，就有 1
名中国学生；每 3 名非欧盟国家留
学生中，就有 1 名中国学生。其他
国家和地区的赴英留学生数量基本
持平，赴英印度留学生在过去 4 年
中更是减少了一半。

亮点二：留英国际学生满意
度高，中国学生专业倾向明显

英国不仅重视吸引国际学生，
也十分重视他们在英国的留学体
验。从2005年开始，英格兰高等教
育拨款委员会（HEFCE）每年都委
托相关机构进行大学生满意度调
查，以此督促英国高校不断改进其
教学、学生服务等。目前，在学习、
生活与服务等指标方面，在英国际
学生的满意度都位居第一，高于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留
学热门国家。

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英留学的
年平均费为35045美元,低于美国、
澳大利亚等主要英语国家。95%的
非欧盟国家留英本科生可以在 4年
或更短时间内毕业，而在美国仅有
64%的国际学生可以在 6 年内获得

本科学位。
从就业角度看，绝大部分拥有

英国大学本科或硕士学位的国际学
生在毕业后能够很快找到工作，失
业率分别为 2.7%和 2.1%，低于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总体水平的
5.6%和4.5%。

在 学 科 专 业 方 面 ，2014 至
2015 学年最受国际学生追捧的 5
个专业依次为工商管理、工程技术、
社会科学、创意与艺术设计、法律。
中国学生在商科专业所占比重最
大，占据了该专业全部在英国际学
生的 4成。其次最受中国学生欢迎
的专业领域为科学、技术、工程与数
学相关学科（STEM），约占所有该
领域在英留学生的 1/6。在全部中
国留学生中，选择商科的人数近半，
选择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相关学
科专业的人数比例略超 1/4，随后
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亮点三：积极推动和参与跨
境教育，中国学生是参与英国跨
境高等教育的主要人群之一

在不断改进其高等教育以吸引
大量国际学生之外，英国还通过合
作办学、远程教育等方式，在海外开
展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从涉及的
地理范围来看，目前英国仅未在 15
个国家开展跨境高等教育。英国最
主要的跨境教育市场依次为亚洲、
欧盟、非洲和中东地区国家，2014
至 2015 学年学生人数比例分别为
28%、23%、14%和13%。从学生数
量上看，参与英国跨境高等教育的
学生人数逐年增长。2014 至 2015
学年达 665995 人，比 2013 至 2014
学年增长了 13%。其中，中国学生
近 6 万人，仅次于马来西亚（约 8 万
人）而位居第二。在学科领域方面，
商科和管理依然是最热门的专业，
其次为医学和人文科学。在学历层
次方面，参与英国跨境高等教育的
主体为本科生，达到83%。

欧盟“伊拉斯谟”项目是促进英

国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欧盟国家
学生、学者交流的重要渠道。据统
计，2013 至 2014 学年有 27401 名
国际学生通过该项目来英国学习，
15610 名英国学生出国学习，均比
2007 至 2008 学年增长了 50%以
上。同年，通过“伊拉斯谟”项目参
与国际流动的英国高校教师也达
到 2327 人, 赴 英 外 国 教 师 达 到
3597 人,分别比 2007 至 2008 学年
增加了 47%和 75%。在参与国际
流动的英国学生中，更有超过一半
选择前往欧盟国家学习。法国、美
国、西班牙、德国和澳大利亚是英
国 学 生 最 主 要 的 留 学 目 的 地 国
家。从留学专业上看，选择临床医
学、语言学习和商业管理的英国学
生最多。

亮点四：英国高校教职员工
国际化程度高，参与国际科研合
作活跃，欧盟占有重要地位

过去十年中，英国高校的海外
教职工比例实现了持续增长，从
19%增加到 28%。其中，身兼科研

和教学工作的占 25%，仅从事科研
工作的占 45%，仅从事教学工作的
占21%。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

（HESA）公布的数据，2014至2015
学年在英国高校工作的非英籍教职
工已达 54995 人，其中 31635 人来
自其他欧盟国家，占58%。

英国高校海外教职工比例的增
长与其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发展相
得 益 彰 。 英 国 高 校 用 仅 占 全 球
3.2%的科研经费和 4.1%的科研人
口，为世界贡献了 6.4%的科研论文
和 最 高 引 用 学 术 论 文 总 数 的
15.9%。2008年至2012年，按照合
作发表学术论文数量统计，英国最
主要的20个科研合作伙伴国家中，
美国位居第一，其次为德国、法国、
意大生、澳大利亚，中国位居第八。

亮点五：高等教育国际化为
英国带来多重经济效益，从欧盟
获益良多

高等教育国际化给英国带来了
众多经济效益，不仅实现了科研经
费的持续增长，也通过招收国际学

生增加了其财政收入，刺激了国内
消费，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过去 5 年间，英国国际科研经
费总收入增幅超过65%。2014年，
英国国内研发总经费的 18.9%来自
海外。2014 年至 2015 年间，英国
国际科研经费总收入高达 12.3 亿
英镑，其中超过 70%来自其他欧盟
国家。截至 2016 年 4 月，英国参与
欧盟“地平线 2020”科研项目的数
量更是达到了1500个，位居各国之
首，其中超过 3/4 的由英国高校牵
头主导。

根据英国大学校长联盟的统
计，2014年国际学生为英国带来的
经济贡献约 110 亿英镑。其中，仅
欧盟国家学生就占了37亿英镑，并
创造了 3.4 万个工作机会。伦敦地
区为国际学生最集中的地区，贡献
的经济收入占总量的近 1/4。其
中，仅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就高达
13 亿英镑，连带的校外消费收入为
12亿英镑。

（作者单位：中国驻英国大使
馆教育处）

读懂英国留学
陆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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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新西兰国际教育推广局获悉，新西兰
怀卡托大学管理与传播系再次得到了美国公共关系协会
(PRSA)的认可，其公共关系专业获得了该协会颁发的
国际金标认证 (CEPR)。至此，怀卡托大学是大洋洲
唯一一所达到此项国际卓越标准的高校。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关系学协会，美国公共关系
协会是一家为世界公共关系学教育设定卓越标准的国际
组织，吸引了超过 2200 位业内人士和一万多名学生的
加入。该协会每6年都会向世界上优秀的公共关系教育
机构颁发金标认证证书，怀卡托大学是世界上 37 所被
授予此项荣誉的学校之一。2009 年，怀卡托大学管理
与传播系公共关系专业首次获得此项认证。之后每隔 6
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都会对学校进行认证资格复审。

该项认证通常需要一年的时间。前任美国公共关系
协会主席朱迪·费尔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授道
格·斯旺森于今年 5 月造访怀卡托大学，进行为期 3 天
的考察。其间，他们采访了怀卡托大学管理与传播系公
共关系专业的学生、毕业生、雇主、公关行业从业者和
学术研究人员，综合评估怀卡托大学这一专业是否有资
格获得认证。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学生们对该专
业培养写作技能的课程和导师们的教学热情给予认可。
同时，该专业毕业生也获得了雇主的肯定。

经过综合评定，调查人员认定怀卡托大学公共关系
专业自 2009 年首次获得认证以来，一直向着有深度、
多样性和高口碑的方向发展，能够保持教学和研究之间
良好的平衡，还积极地与业内人士保持互动，完全符合
认证标准。

怀卡托大学管理与传播系高级讲师马格利特表示，
该校课程设置不仅与当下前沿学术研究接轨，还非常注
重以实践为导向，以真实客户为案例，组织学生参与讨
论。怀卡托大学管理和传播系主任朱丽叶·罗珀表示，
该校毕业生已遍布全球各地，有的就职于联合国、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波士顿咨询集团等机构，还有的在新西
兰政府机关和本地公司中担任要职，如新西兰航空和地
方市政机构等。

据悉，怀卡托大学管理和传播系在教学上一直以研
究为导向。该系在诸如企业社会责任、健康传播与素
养、新西兰国际环境品牌塑造等领域都有较强的国际影
响力。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
公共关系专业获国际认证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本报讯 （张帅） 据 《世界日报》 报道，万事达卡
（Mastercard） 日前宣布，只需在其网站注册并绑定万
事达卡，即可通过网上缴费方式直接用人民币支付美国
学费。此举打破了美国高校只接受支票和电汇传统收费
方式的惯例，意在抢夺中国留学生消费的更大商机。

据美国国际教育研究所 （IIIE） 的统计，2014 至
2015 学年在美中国留学生人数已超过 30 万人。而美国
大学理事会 （College Board） 的数据显示，2015 至
2016 学年，美国私立大学平均学费为每年 3.24 万美
元，公立大学外州学生学费为 2.39 万美元。为抢夺中
国留学生的学费支付和后续消费平台，万事达与国际网
络支付平台及多币种支付企业合作。中国家长在绑定万
事达卡后，通过相关网站可直接完成学费支付，而由多
币种支付企业负责货币兑换工作，并以电汇或支票方式
向学校付款。因此，即使学校不支持信用卡付款，万事
达等公司也可帮助中国家庭完成人民币直接支付。

美学费支付实现人民币缴费

留学资讯

我国出国留学数据于 2015 年
年底首次突破50万人关口,并有望
于 2016 年底冲刺 60 万人大关。在
此背景下，涉及亚非地区非通用语
的留学活动，较之于我国的整体留
学规模，只能算是一个非主流的

“小众群体”。
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进，对亚非留学进行专门研
究，极具战略价值。在这种背景
下，近期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教育部国际司副司长陈盈晖博士作
序并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员杨晓
京等人合著的 《亚非地区留学研究
——中国派遣亚非非通用语留学生
状况与人才战略研究》 一书面世，
可谓恰逢其时。该书通过对当前

“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留学政策
相互关系之研究，进而对亚非地区
非通用语种留学人才制度建设和育
人功能进行了全方位阐释。

“随着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数量
的不断增加，长期累积的在外留学
人员以及留学回国人员总量稳步增
长，其逐渐形成的正能量已成为我
国公共外交力量、民间外交势力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日益承担起
独特涉外软实力的作用。留学外交
是通过作用于国外民众的感性心
理，从而改善他国的对华态度，赢
得理解与支持，使中国在国际舞台
上，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
具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
义上更有感召力。”除了紧密围绕

“非通用语种留学人才培养如何服
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这一重大

“原则问题”循序展开之外，这部
书稿每个章节中所涉及和分析的

“具体问题”也都具有直接的现实
意义。

通过对亚非国家高等教育情况
和留学生存状态的调研，以及对大
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在梳理中
国在亚非非通用语国家留学生的基
本状况基础上，该书认定当前该类
留学人才存在着“普遍缺失、能力
不足、后继乏力”等现象。同时，
从国家层面上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
现实问题着手，作者围绕着留学人
才培养的三个维度 （选拔、培养、
使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
分析，提出操作层面上一些具体的

问题所在，以促使现实向愿望的转
化。最终，作者将落脚点定位在制
度保障和相应体制机制的全面建设
上，尝试构建一种“政府补偿性”
政策机制，以加快实现培养亚非地
区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国家战略目
标。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观察，国内
针对亚非地区非通用语国家留学事
业研究的时间并不算长，且文章不
多，著作也几乎为零。因此，在各
项相关研究基础上撰写的这部书
稿，可以称得上是“具有代表性、
影响较大”的专著。该书全面论证
出国留学活动与亚非地区非通用语
种人才培养的关系，及其在“一带
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与
作用，从而构建了我国针对亚非地
区非通用语种人才问题研究的基本
框架，加之与该书所奠定的一些基
本理论观点，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
供可以继续深化研究的思路与基
础。

一般而言，一本比较有分量的
书往往承载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印
记，且通常是基于对当下某个问题

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追问，从而寻求
解决有关问题的政策导向和现实路
径。面对亚非留学现实问题的答案当
然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信手拈来的，
需要长期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思考，
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检验。

提出问题需要研究，回答问题
更需要研究。任何理论虽然都不可
能预计到我们在工作中会遇到什么
具体问题，也不可能提供解决所有
现实问题的锦囊妙计，但能为我们
提供正视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基本思路与方法。这就是“问
题导向”思想方法的精髓。审视全
书，强烈的“问题意识”无处不
在。该书作者在力求避免“自说自
话、自我炒作、浮躁浮夸”的同
时，正是依从“发现问题、研究问
题、解决问题”的“问题导向”这
样一个基本思路，针对亚非留学的
各类问题分别作了比较确当、合理
的分析与表述，并据此提醒国际教
育战略决策者们需要提升在这个领
域的危机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当然，以亚非留学为代表的出
国留学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

一个重要形式与内容，承载着国
家、民族和众多家庭的理想与期
待。时代环境迥异、留学之路殊
途。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为
数百万留学人员的每一位个体，与
国内数千万青年学生一样，无一不
在“升学、生活、心理、就业”等
多方面经受着越来越多的磨炼、克
服着越来越大的困境。与此同时，
各类留学人员同样都会普遍面临着

“住宿条件不佳、语言与文化融入
难、人际交往能力欠缺”等各种需
要逐步适应的问题。

如此这般困境、体验和磨炼，
无不体现出留学活动的价值与意
义，无不展现着留学人才成长之路
的艰辛与努力，何乐而不为？就当
前出国留学活动的整体状况而言，
并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凋敝，而对
上述所谓“欠缺”与“困境”给予

“哭天抹泪、忧心忡忡、牢骚满
腹、杞人忧天”式的指责多是些伪
命题，显得短视和浅薄。

（作者分别系山东青年政治学
院外国语学院教授、齐鲁九州文化
中心主任）

“普遍缺失、能力不足、后继乏力”，对于亚非留学，国家应尝试构建一种“政府补偿性”政策机制——

亚非留学的现状与未来
管秀兰 陈伟

留学观察

近日，英国 《卫报》 报道，
英国假大学的数量近期有所增
加。据了解，仅有一所假大学有
一个店铺门面，而其他假大学甚
至连门面都没有。在过去的一年
里，英国高等教育学历数据核查
机构 （HEDD)鉴别出境内英国62
所假大学。截至目前，其中的32
所假大学已被强制关闭，另30所
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已关停的
32所假大学当中，有25所大学的
本部均不在英国境内。该机构负
责人罗利女士透露，他们正在要

求假大学明确说明不能授予英国
大学文凭。

自 2011 年以来，英国高等
教育学历数据核查机构共鉴定出
220 所假大学，其中的 80%已不
复存在。然而，这部分假大学仍
会带来问题，因为只有 1/3 的雇
主要求查验文凭，而且大学招生
人员查验文凭涵盖的大学只是全
部正规大学的 20%。罗利警告
称，目前政府为增加高等教育供
给，计划对没有办学记录但正在
申请办学的私立机构，可直接批

准其可授予英国文凭，而这会进
一步恶化和加剧假大学、假文凭
的泛滥。

据悉，英国高等教育学历数
据核查机构成立于 2011 年，由
英国大学联盟负责管理和运营，
并由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提供财政支持，负责为雇主及英
国大学招生人员提供相关大学及
其课程与文凭真实性的咨询。目
前，仅允许雇主或有招生需求的
大学在其网站注册并登录后进行
免费在线查询。

英国“野鸡”大学数量上升
王泽宇

英国一直是中国学
生的热门留学目的地国
家之一。近日，英国大
学联盟 （UUK） 与英
国高等教育国际办公室
（IU）联合发布了题为
《英国高等教育国际化
——事实与数据》 的
报告，并通过一系列
翔实丰富的数据，充
分展示了英国留学的
现状与所取得的成
就。该报告对于计划
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
极具参考价值。

——编者

资料图片 9 月 6 日，英国 QS 全球教育集团 2016/2017 世界
大学排名放榜，全球前 20 名的高校分别是麻省理工学
院、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加州理工学
院、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
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耶鲁
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
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这是该教育集团第 13 次发布世界大学排行榜。排
名显示，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对于高等教育
的投入状况关系到其年度排名。例如，韩国、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投入多，其排名呈明显的上升状况，但西欧
和南欧国家、南非、拉丁美洲国家排名因投入少而呈下
滑趋势。

本次年度大学排名的亮点在于，麻省理工学院连续
五年独占鳌头，斯坦福大学由去年第 3 名上升至第 2
名，而哈佛大学则由去年的第2名下滑到第3名。2004
年至 2005 年以来，美国院校第一次包揽了前三甲。西
欧院校排名持续下滑，尤其是英国和德国院校，其中英
国剑桥大学竟然仅排到第4名。与之相对应，俄罗斯和
韩国排名显著上升，其中韩国有 16 所院校进入全球前
500 名。排名第 10 名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仍然是亚洲的
领头高校。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排名中，中国名校表现不俗，
有 12 所大学进入世界百强，3 所中国大陆高校综合实
力进入全球50强，分别是清华大学第24名、北京大学
第 39 名、复旦大学第 43 名，展现了中国高等教育稳步
上升的科研实力。其中，清华大学再创新高，这是自
2006年后清华第二次将中国大陆带入世界25强大学。

据悉，本次大学排名涵盖了全球 81 个国家的 916
所院校。其中，33 个国家的院校排名前 200，而美国
以48所院校的成绩处于主导地位，领先于有30所院校
的英国、12 所院校的荷兰、11 所院校的德国、9 所院
校的加拿大和同样9所院校的澳大利亚。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世界大学排名五连冠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