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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留学·

初夏时节，作为准备让孩子留
学的家长，我们来到了美国中部有

“西方雅典”之称的湖滨城市——密
尔沃基，近距离感受美国高中教育。

威斯康星国际学院：
中国低龄留学生的“大家庭”

威 斯 康 星 国 际 学 院 （Wis-
consin International Acade-
my） 位于密尔沃基市区，是几百
名赴美读高中的中国学生的家 。
不 同 于 寄 宿 （home stay） 的 生
活模式，威斯康星国际学院给这
里 的 学 生 们 提 供 的 是 一 种 叫 做

“一站式照顾”（TOTAL CARE）
的全方位监管与服务模式，一种
舒适自由同时也很安全的生活成
长空间。威斯康星国际学院的学
生们分别就读于密尔沃基市里不
同的精英高中，每天会有专门的
校 车 往 返 于 学 院 和 各 所 高 中 之
间，接送学生们上下学。

值得一提的是，每位学生在入
学之初都会由学院配备一名专属的
学 生 顾 问 （Student Adviser），
他们毕业于美国各个大学，其中不
少毕业于包括威斯康星大学、麦迪
逊大学在内的名校，并且大都有过
在亚洲国家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同
时，他们在威斯康星国际学院长期
接受青少年教育实务相关培训。

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就像是中国
低龄留学生的“大家庭”，除了提
供酒店式住宿、中西结合的健康饮
食以及医疗保障之外，还配套了严
格的学业管理体系。在这里，中国
留学生能够学习学术英语课程、中
美衔接课程等。

正值青春期的低龄留学生来到
异国他乡求学，远离父母，心理和
情绪上的变化很大。为此，学院很
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设有专门的
心理辅导室和专职的心理咨询师，
为这些学生提供心理上的辅导和指
引。

安全、生活、心理、学业和规
划是威斯康星国际学院“一站式照
顾”关注的 5 个方面，也是他们的
理念。麦特 （Matt） 是学生眼中
慈祥的爷爷，他从威斯康星州某学

区教育局长岗位上退休后再次回来
工作，主要也是因为对教育的热情
和对孩子们的关爱。

在威斯康星国际学院，我们也
见到了美国威斯康星州第一位参政
华人孙建国先生，20多年前，孙建
国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专业毕业，
在中科院深造之后选择了留学并定
居美国，后来成为了国际学院的创
始人。促使孙建国个人“转型”的
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低龄留学美国
的学生越来越多。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学生餐厅
里竟然吃到了豆浆和油条，这在美
国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之后我
们乘坐他们的校车来到了碧岳十一
高 中 （PIUS XI Catholic High
School），继续美国精英高中体验
之旅。

碧岳十一高中
蓝带重点高中、成长的舞台

碧岳十一高中以艺术见长，是
艺术项目全美前五 （TOP5） 的蓝
带重点高中，甚至被誉为“奥斯卡
奖的摇篮”。当你走进这所学校时
就会明白，这个名称绝不是毫无根
据的。在碧岳十一高中，音乐、美
术、戏剧、设计、语言、工程等各
种课程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教学空
间，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创作和展
示的平台。

碧岳十一高中为学生提供了剧
场、画廊、录音棚和球馆。作为一
所高中，它有着一般学校无可比拟
的资源，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
己作品和才华的舞台，也为他们提
供了近距离接触和发掘自己兴趣的
空间。在这里，有学生自己的戏剧
节和艺术展。

学校国际学生负责人理查·卡
朋 特 （Richard Carpenter） 告
诉我们，曾经有几位学生在这样的
筹备活动中发现了自己对舞台艺术
工作的爱好，于是在大学阶段毅然
选择了相关专业，目前已经在好莱
坞从事相关工作。拥有如此好的条
件和氛围，碧岳十一高中的学生们
在高中阶段就能积累不少的专业经
验和技能。每年全美排名前 25 的

艺术院校会来到这所学校招生。
值得一提的是，威斯康星国际

学院很多学生在这所学校上学，学
校对于国际学生也是相当的欢迎。
对于中国学生在这里的表现，学校
的老师也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

“积极、主动，有自己的想法，学
习和生活的节奏把握得很好。”

大学湖学校

成绩并非教育使命的全部

从威斯康星国际学院开车大约
30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大学湖学校

（University Lake School）。 这
是一所隐藏在大自然中的学校，充
满着草木清新的气息。带领我们去
的教学指导吉米 （Jim） 尽管在当
地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但开玩笑地
说他每一次来都会在这里迷路。

这里，学校提供从幼儿园到高
中阶段整体的教育，每个阶段的学
生都拥有自己独立的教学楼，环境
优美、舒适。大学湖学校可以说是
国内学生和家长眼中的“学霸”学
校，升学率高达100%。

长相酷似明星布拉德·皮特的
校 长 罗 纳 德 （Ronald Smyc-
zek） 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 23 年
了，对这所学校很有感情，他的 3
个孩子也都从这所学校毕业。罗纳
德和我们共进简单的午餐时说，这
所学校学生的成绩很优异，但除了
学业，学校同样也很注重学生全方
位素质的培养，为学生提供了艺术
画廊、美术工作室和剧场等。其
中，美术工作室里配置了计算机设
备，学生可在里面学习数字摄影、
高清视频制作以及3D打印等。

在这里，我们和来自江苏和
湖北等地的国内留学生进行了交
流。他们对这所学校的教育质量
感到欣喜，因为该校在中学阶段
就开始培养他们对自己未来的规
划能力。而且，大学湖学校有这
样一个教室，四周的墙壁是世界
各个大学的校徽、旗帜。校长解
释说，这是他们为学生提供未来
规划和大学招生宣传的“宝地”。
通过学校专门的学业规划指导，
这里的中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有着

清晰的规划和目标意识，毕业后
大都去了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
甚至哈佛大学等美国名校。

然而，校长在给我们的大学新
生录取名册中并没有强调这些名
校，而是让我们自己去找有哪些名
校录取了他们的学生。他强调说，
大学湖学校从不视考上美国的各大
名校为他们教学的唯一目的。他们
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各方面素质，
让学生清晰自己的人生规划，弄清
到底要成为一个如何为社会服务的
有用的人。

麻省国际学院
全方位需求的满足

离开宁静的密尔沃基，我们一
行人来到了被誉为世界高等教育中
心的波士顿。在那里，有一所跟威
斯康星国际学院相似却又不同的高
端预科教育基地——麻省国际学院
(Massachusetts International
Academy)。

麻省国际学院曾经是美国著名
通讯公司威瑞森的高管培训基地。
说它与威斯康星国际学院相似，是
因为它同样秉持“一站式照顾”的
全方位服务理念。说它与威斯康星
国际学院不同，是因为在这里学习
的孩子基本上在国内已经完成了高
中教育，为了更好地适应美国的大
学生活，提前来到这所美国麻省大
学指定的高端语言预科学校进行为
期半年或一年的语言、文化和大学
学分课程的学习。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麻省国际
学院联合麻省大学波士顿校区及全
美最知名的创业孵化基地之一——
创业发展中心，共同打造了“双
创 ” 工 商 管 理 硕 士 （MBA） 项
目。学生在麻省国际学院就读期
间，就可以享受到来自顶尖商学院
的创业导师的悉心指导。

虽然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
观、探访美国高中，但是看到资源
如此丰富的求学深造条件，也不禁
对现在的国内学生有如此多的人生
选择机会心生羡慕，也由衷地为高
中毕业的学生们丰富多彩的未来深
深祝福。

凭海临风，在坚韧与关爱中成长
——美国高中访问纪实

本报记者 黄蔚 通讯员 李政璇 肖琼

本报讯 （记者 黄金鲁
克） 近日，在教育部、意大
利驻中国大使馆、中国下一
代教育基金会晟基金的公益
支持下，由晟天集团、晟天
教育、泓钰学校、意大利国
立大学合作开展的“中欧教
育合作办学新视野”在晟天
教育“素质教育培训基地”
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中国教育
发展战略学会执行会长孙霄
兵对中欧教育合作提出 3 个
观点：第一，“一带一路”
重在教育。“一带一路”不
仅是经济的交流与合作，更
是教育的交流与合作。第
二，“一带一路”教育合作
重在中欧。欧洲教育在国际
教育领域的地位非常重要，
多向欧洲教育学习，使我国
人才得以培养，素质得以提
高。第三，中欧的“一带一
路”教育合作重在中意 （意
大利）。中欧的文化交流最
早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
意大利文化热情浪漫同时
富有理性，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

据悉，教育部国家教师
科研基金管理办公室主任佟
学、晟天集团副总裁王亮、
泓钰学校总督学王正常、意
大利未来国际教育协会中国
首席代表克劳迪奥 （Clau-
dio）、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
会晟基金专家委员会顾问以
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位教育
专家、学者等也出席了本次
活动。

中欧合作办学
“新视野”在京启动

留学观察

留学资讯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发展至
今天，出国留学已经不仅限于高
等教育的研读和进修，低龄留学
的比率也在逐年增加，越来越多
的学生家长选择让孩子在国外
上中学。而孩子们读初中、高中
的这几年，是他们价值观、人生
观形成中最关键的时期，这个时
候就需要外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与引导。威斯康星国际学院采
用的“一站式照顾”全方位监管
与服务模式，最大程度上契合了
这一需求，同时承担了出国留学
教育中不可避免的生活打理与
语言教育的责任。

此次美国高中访问之行，也
让我们看到了威斯康星州许多优
秀的高中以及它们独特的教育模

式。这些高中在教育上的包容与
开放，在教学上的认真与严谨和
他们对于学生各种兴趣以及未来
规划的培养与引导，都使人印象
深刻。其实，孩子们的生活里还
能有更多的斑斓可爱。

当然，年轻的中国学生在
国外留学不免会遇到困难，无
论是在生活、学习上，还是融
入当地的社区文化中。但让人
欣慰的是，这些出国留学的孩
子们在被国际学校照顾的同
时，也在积极地应对这些问
题。就是在这样各方都健康向
上的环境中，家长们才少了许
多后顾之忧，留学生们也可以
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外的学习生
活中，健康成长。

融入与改变
黄蔚

采访札记▶▶

图为威斯康星国际学院执行总裁孙建国先生与获图为威斯康星国际学院执行总裁孙建国先生与获20172017
年美国国会艺术大奖的学生在一起年美国国会艺术大奖的学生在一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一、招聘职位

1.校长。
2.英语中心主任。
3.教导、教务主任。
4.学科带头人。

二、任职条件

1. 本科 （含） 以上学历，3
年以上同岗位工作经验。

2. 爱岗敬业，事业心强，具
有忠诚奉献与开拓精神。

3. 有较强的执行力、组织协
调能力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三、枫叶团队

1. 有梦想、有活力的中
外教育团队。

2. 多元化的海外交流机
会。

3. 优厚的薪酬待遇和优
越的工作条件。

四、应聘方式

应聘材料发至邮箱：
hr@mapleleaf.net.cn
集团总部联系电话：
张老师0411-87906577

枫叶教育集团官方微信

枫叶国际学校高薪诚聘优秀校长

www.mapleleafschools.com

大连·武汉·天津·重庆·镇江·洛阳·鄂尔多斯·上海·平顶山·义乌
荆州·西安·淮安·平湖·潍坊·盐城·湖州·梁平·海口

枫叶教育集团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办较
早、规模较大的国际学校办学机构。1995 年创建
以来，秉承“中西教育优化结合，实施素质教育”
的办学理念，致力于不分种族、肤色、国籍，为所
有受教育者提供一流教育服务，形成集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幼教、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多层
次高品质的国际教育体系。22 年来，已在中国大
连、上海、天津、重庆、武汉、洛阳、西安、潍坊、海
口和加拿大温哥华市、甘露市等国内外20 个城市
开办 75 所枫叶国际学校，在校生规模突破 26000
人，中外籍教职员工 4000 多名。目前，已有 19 届
1万多名高中毕业生从枫叶走向世界，超过50%的
毕业生被枫叶全球百强名校录取。

廊坊师范学院位于河北省廊坊市。1946年建校，2000
年升格为省属普通本科院校。为推动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现面向海内外公开选聘教育学院院长。

一、资格条件
具有较好的学术背景，博士学位；正高级专业技术职

务或具有国外知名大学副教授及以上职位，或具有国际知
名研究机构研究员及相应职位；在国内教育学学科领域内
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知名度；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0 周
岁，条件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身体健康。

二、聘用方式及待遇
全职在校工作。薪酬待遇，具体面议。
三、联系方式
电 话：+86-316-2197941 2188233
联系人：李老师 王老师 孙老师
地 址：河北省廊坊市爱民西道100号廊坊师范学院

人事处
邮 编：065000 E-mail：lfsfxyrsc@163.com

廊坊师范学院
2017年6月

廊坊师范学院

关于公开招聘教育学院院长公告

·招聘信息·

崇德重技塑方圆，携
手发展谋新篇。2017 年
10 月，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将迎来六十五周年
华诞。在此，我们谨向长
期以来关心、支持学院改
革和发展的各级领导、广
大校友、各界朋友致以最
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
意。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始建于 1952 年，初名
浙江省杭州工人技术学
校，曾先后改为浙江省工
业学校、浙江工业学校、
浙江机械专科学校、浙江

机械工业学校，2001 年
学院迁址滨江升格为浙江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六十五周年校庆，是
我们展示成就、鸣谢社
会、共商大计、协同发展
的难得契机。学院将遵循

“隆重、热烈、节俭、实
效”的原则，举办系列纪
念活动。我们热忱欢迎五
湖校友、四海贤达相聚浙
江机电，畅叙友情、共襄
盛典、同谱华章！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6月30日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六十五周年校庆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773000 校庆网址：http://65.zime.zj.cn/

·公告·

据介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与全国近 30 个部门联
合举办的全国性赛事，也是职业教育领
域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比赛。此次中餐主
题宴会设计赛全国共有 83 个代表队、
240 多名选手参赛。在为期 3 天的比赛
中，华天学院下属的现代工商管理学院
教师周莎莎、解芳君和颜琳指导的卢先

全、李丽沙、杨倩同学，经过形象展
示、宴席设计、餐饮摆台、席间服务、
接待方案设计等环节的激烈角逐，获得
中餐主题宴会设计赛项高职组一等奖，
周莎莎和解芳君还获得了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奖。本次大赛福建省共有 11 所学校
总计斩获了 19 块金牌，华天学院是 11
所学校中仅有的一所民办院校。

在 2017 年全国高职院校职业技能
大赛上，学校还获得了银行业务综合
技能团体三等奖，指导教师是陈薇、
黄秋凤。获奖学生分别为朱圣发、林
绍清、蒋欣莹、黄博智。

华天学院是一所创办于 2002 年的
民办高等职业院校，2004 年 2 月正式建
校。2009 年 12 月通过首轮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工作评估，2016 年 10 月通过第

二轮人才培养工作现场考察评估。创办
15 年间，特别是 2013 年 5 月新董事会接
管以来，学校把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高度融合，坚持让
学生实实在在学技能，扎扎实实练“硬
功”，为地方企业培养了一批受欢迎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

此次获奖的卢先全同学说，在平时
的课程中，老师对我们每个细小的动作
都做到严格要求，让我们反复演练。在
比赛前，更是对我们的餐饮摆台、席间
服务进行了反复磨练，一个简单的动
作，要练上几十遍，接待方案的设计写
了近百个，正是因为有了“过硬”的基
本功，我们在比赛时才能做到应用自
如。

华天学院校长迟岩说，一个具备
“过硬”技能的人，才是“企业喜爱的

人才 ”，没有单位会认可眼高手低的
人，因此，我们把培养学生的“工匠”
意识，让他们“实实在在学技能”融入
办学理念和日常教学中，让每个学生都
有一技之长。

在练技能“硬功”方面，学校董事
会科学决策，坚持以专业建设为龙头，
以专业群建设为特色，取得一系列成
果，数控技术专业的实训基地建设获中
央财政支持，机械制造专业群、商贸物
流专业群被确定为福建省职业院校服务
产业特色专业群。学校通过“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以赛促训”的“学训
赛”相融通的方式，将职业技能竞赛内
容融入课程体系，将赛项内容和教学相
融合,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进
而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促进高质量就
业。这些体现了该校对“工匠精神”认
识的不断加深。

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是
华天学院坚持的一贯原则。厦门先后获

批开发开放类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即“新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也
是全国知名的旅游城市。学校通过设立
酒店管理、旅游管理等专业，并让学生
经过丰富多样的实训操作，帮助企业培
养出一批专业、高效、多面的酒店管
理、旅游策划管理的高技能型人才，使
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成为企业抢手的“香
饽饽”。

经过近两年的发展，学校创下多项
佳绩。学校参加 2017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6
个，三等奖 17 个，在福建省 52 所公办
和民办高校中排名第 12 位。学校还获得
了 2016 年厦门市高等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团体奖项之冠。

厦门华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

练“硬功”国赛获大奖 育“企业喜爱的人才”
近日，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职业技能大

赛闭幕，在中餐主题宴会设计赛项中，厦门华
天涉外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称华天学院）代表
队获一等奖，这是福建省首次获得该项目一等
奖，也是厦门市高职院校首次获得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的一等奖。这是学校让学生练“硬
功”、培养“企业喜爱人才”结出的硕果。

·招聘信息·

赛后合影赛后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