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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留学·

“中国学生凭借高考成绩
可直接申请奥克兰理工大学
本科课程”

记者：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奥
克兰理工大学（AUT）的教育理
念与文化是什么样的？旨在培养
什么样的学生？

奈杰尔·海明顿：奥克兰理工
大学是一所理工类院校，也是一
所现代化大学，教育理念和文化
是为现代社会培养学以致用的人
才。学校前身为创立于 1895 年
的奥克兰理工学院，因为出色的
学术表现，2000年被新西兰政府
批准升级为大学，这是新西兰历
史上唯一的一次。

国际教育是我们教育理念的
核心之一，并且同样适用于我们
的教学和科研理念。目前，我们
有 4000 多名国际学生，来自 90
多个国家。这些国际学生与新西
兰本土学生相互融合，学习彼此
的传统与文化。

记者：贵校此次在中国宣布
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这是出于
什么考虑？在未来录取中国学生
的考量中，高考成绩会占比多少？

奈杰尔·海明顿：我们之所以
接受中国的高考成绩，是因为了

解到高考是中国的重要考试之
一，能够真实考核中国学生的实
力和水平，并被全世界包括欧洲
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
其他院校所接受，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接受高考成绩。中国学生凭
借高考成绩可直接申请奥克兰理
工大学本科课程。

当然，我们在接受高考成绩
时，也会参考学生的英文水平，比
如雅思或者托福成绩。学生在英
语环境学习的话，必须有相应的
语言基础，才能更好地接受教育。

除了接受高考成绩，我们还
接受中国的三年制学历，学生可
通过“学士后文凭直通车”这一渠
道申请硕士课程。

记者：最新的2018QS世界大
学排名中，奥克兰理工大学在吸
引国际学生这一排名中名列第
29位。贵校是如何做到的？

奈杰尔·海明顿：其实我们在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最新国
际指标相关排名中排名更高，达
到第 15 位，这是个可喜的成绩。
目前，我们有 20%的学生是国际
学生。我们不仅吸引了很多国际
学生，而且一些在新西兰读中学
的国际学生也会被我们吸引过来
求学。除了较高比例的国际学
生，我们还有较高比例的国际员

工。很多高水平的国际人才被我
们吸引过来任教。同时，我们对
中国文化与传统有着非常浓厚的
兴趣，所以我们也会雇用来自中
国的员工。此外，我们在国际合
作方面，除了与国外顶尖企业合
作，也会与中国教育机构合作。
综合而言，是国际化办学成就了
我们。

“中国一些大学的学科已
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我们也可
以向它们学习”

记者：奥克兰理工大学成立
了中国中心，为何会成立中国中
心？中国中心会对中国学生到贵
校留学提供哪些帮助？

奈杰尔·海明顿：奥克兰理工
大学中国中心在新西兰是独一无
二的，之所以在很多年前就设立
该中心，原因在于我们很重视中
国以及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中国中心的主要职能包括与
中国相关方的互动与联系，比如
来自中国的代表团，无论是政府
代表团，还是院校代表团，到访奥
克兰理工大学时，都由中国中心
负责接待。而且，中心会说中文
的老师会为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
提供母语支持，并为中国学生尽

快融入陌生学校、陌生国度、陌生
教育体系提供帮助。中国中心还
有中国特色的装饰和装修，中国
学生来了之后，会感觉宾至如
归。中国中心的另外一个服务是
提供免费的课程和生活服务与指
导。

记者：中国大学正在推行“双
一流”建设。我们了解到贵校很
多一流学科，您认为在中国大学
的“双一流”建设过程中，贵校可
以做什么？

奈杰尔·海明顿：我听说了中
国要推行“双一流”建设这个令人
振奋的消息。我们学校有一些世
界一流学科，中国感兴趣的大学
可以来合作。另外，中国一些大
学的学科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
我们也可以向它们学习。

和中国高校的合作可以是多
方面的。例如，前几天我到访了
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该校
与我们的艺术学院有合作。同
时，我们的商学院属于世界一流，
我们相信商学院与中国的高校也
会有光明的合作前景。因为我是
武汉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客座教
授，前几天，我还到访该校并做了
一场讲座，所以在旅游管理方面，
我们与中国高校也可以合作。此
外，科研合作也是关键的一环，我

们期待未来能够与中国相关院校
在科研方面深化合作，比如一起
发表科技论文等。

“我们希望新西兰学生与
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
生有更多的互动”

记者：在这次中国行中，贵校
宣布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
司、启德教育集团、金吉列出国留
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和加成咨询
顾问有限公司等 4 家全新的战略
互信合作伙伴将加入奥克兰理工
大学“一个伙伴”（One Partner）
计划。您可否介绍一下计划背景
与目的？

奈杰尔·海明顿：“一个伙伴”
计划致力于寻找最值得信赖的合
作伙伴，并努力创造以学生为中
心，能将学生、学生家庭、合作伙
伴以及学生在奥克兰理工大学学
习生活环环相接的价值链。

中国是奥克兰理工大学重要
的国际学生来源地之一，我们很
高兴能够与更多的中国优秀教育
机构开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
个伙伴”计划充分体现了我们在
促进与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提升学
生整体学习与生活体验方面所做
出的不懈努力。

奥克兰理工大学此次推出的
全新举措不仅将促进与关键战略
伙伴的教育合作，还将建立目标
明确、互惠互利的长期合作关
系。这既符合新西兰政府的国际
合作战略方针，大力发展与高质
量、高知名度和受广泛认可的国
际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又响应
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
议，促进了国际交流与合作。

记者：目前，在贵校留学的中
国学生情况如何？您怎么看中国
学生？对于想到贵校留学的中国
学生，您有何建议？

奈杰尔·海明顿：个人而言，
我非常欣赏现在在我们学校留学
的中国学生。我们有 2000 多名
中国学生。他们是国际学生群体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总体
而言，他们学习努力，并且非常专
注。下一步，我们希望新西兰学
生与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
生有更多的互动，这样双方能够
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文化与传统，
从而有更好的国际视野。

中国学生如果想来留学，一
定要尽量多地了解新西兰文化和
美食等。同时，因为我们是英语
国家，中国学生如果能够在求学
之前提高英文水平，对他们将来
的学习和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学习彼此的传统与文化
——访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副校长奈杰尔·海明顿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通过对16万人所做的调查，伦敦政
治经济学院教授麦克·萨瓦格（Mike
Savage）出版了《21 世纪的社会阶层》
一书，认为传统英国社会阶层的三分法
已过时，并提出了七分法，即精英阶层

（Elite）、世 袭 中 产 阶 级 (Established
middle class)、技 术 性 中 产 阶 级
(Technical middle class)、新 型 富
有工作者(New affluent workers)、
传统型劳动阶级(Traditional work-
ing class)、新型服务工作者(Emer-
gent service workers)、不稳定无
产 者（Precariat）。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BBC）的最新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牛
津大学、剑桥大学新生均来自英国社会
顶级的两个社会阶层家庭。

根据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招生
数据统计，2010 年至 2015 年期间，平
均有 4/5新生的父母为英国顶级的专业
人员或管理人员，且占比逐年增加。具
体数据为牛津大学从 2010 年的 79%升
至 2015 年的 82%，其间，仅有 3 所学院
每年招收了一名英国黑人学生。剑桥大
学占比从2010年的79%上升至2015年
的 81%，而这期间未招收任何英国黑人
学生。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平均每年用
于拓宽招生渠道的经费高达 500 万英
镑。

数据还显示，2010 年至 2015 年间，
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新生来源地更加集
中在少数传统富裕区域。其间，牛津大
学向赫特福德郡、萨里郡、肯特郡、牛津
郡 4 个郡招收了 2953 名新生，而向整个
英格兰北部才招收了2619名新生，招生
最少的 8 个区域总计为 31 名新生，占比
仅为0.001%。剑桥大学向赫特福德郡、
萨里郡、肯特郡、牛津郡、白金汉郡等 5
个郡招收了2812名新生，向整个英格兰
北部招收的新生也仅为2619名，而招生
最少的 8 个区域总计为 8 名新生，占比
仅为 0.0005%。牛津大学 48%的新生
来自伦敦及伦敦东南部，11%的新生来
自英国中部，仅有 3%的新生来自威尔
士。剑桥大学 48%的新生来自伦敦及
伦敦东南部，12%的新生来自英国中部，
仅有2%的新生来自威尔士。

英国原高等教育部长、现工党议员
大卫·拉米（David Lammy）表示，上
述情况令人震惊。7 年前，他就提出牛
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招生充满了种族、阶
层和区域的偏见。他认为现在的情况比
7 年前更加糟糕，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已
经成了英国上层阶级和特权阶级最后的
坚固堡垒和封建自留地。他表示，牛津
大学、剑桥大学两所大学每年享受来自
全国税收财政支持高达800万英镑。如
果这两所大学仍不改进，就不应再享受
财政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
组）

对于中国学子而言，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是留学圣殿，但英
国最新数据显示——

牛津、剑桥
偏爱“精英”阶层

王泽宇

留学视线

独家访谈

图说新闻

本报讯 （刘楠茜） 近日，由中国—东盟中心主办、北京语言大学
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中心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联合承办、天津大学
与河北师范大学协办的第一届京津冀地区东盟留学生汉语大赛总决
赛在中国建筑一局集团大厦举行。共有来自缅甸、柬埔寨、印度尼西
亚、老挝、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8个东盟国家的15位优秀
留学生选手通过海选、初赛、复赛的层层严格选拔，最终进入总决
赛。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留学生阮国偲荣获总决赛一等奖。

据悉，本次大赛旨在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帮助提高东盟留学生
的汉语水平，加强中国与东盟青年间的相互了解，并促进东盟留学生
的招生和培养等。

图为阮国偲展示书法作品《中国梦》。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中心 供图

第一届京津冀地区东盟留学生汉语大赛总决赛举行——

越南留学生展示书法作品《中国梦》

近日，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副校长奈杰尔·海明顿（Nigel Hemmington）在北京宣布该校接受中国高考成绩。这一留学利好举
措的背后，折射出中国教育实力的提升。奈杰尔·海明顿本人于访问北京期间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编者

教育帮扶
夯实基础教育 奠基百年未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扶贫先扶
智，扶智先强教。西工大立足自身基础
教育优势，把教育帮扶落到实处，夯实
教育脱贫的根基。

2016 年，附属中学、小学、幼儿
园 分 别 与 融 水 县 两 所 高 中 、 两 所 初
中、两所小学和两所幼儿园签订 《教
育帮扶协议》，建立“一种机制”（结
对帮扶工作机制），打造“两个平台”
（“融水教育论坛”和教育教学资源
共享平台），推进“三项帮扶”（结对

帮扶、落地帮扶和资助帮扶）；确定了
干 部 互 访 、 教 师 互 访 、 信 息 资 源 共
享、课堂教学网络实时共享、困难学
生资助等重点工作；明确了在教育教
学、教师能力提升、教育研究、优秀
学 生 备 考 等 方 面 帮 扶 措 施 。 2017 年 ，
西工大将帮扶融水教育的模式推广至
城固、宁强和略阳三县。

“请进来、走出去”，积极开展师资
培训。把帮扶县的骨干教师请到附属

“中小幼”学校进行跟岗培训，全方位
指导。选派附属“中小幼”骨干教师赴
帮扶县学校开展调研会诊、示范授课、
作报告和专题培训，全方位提升帮扶地
区教育教学水平。两年来，先后有 386

名教师参加了跟岗培训，60 多名教学名
师前去各帮扶县现场指导。

设立“翱翔”教学金和“翱翔”奖
教金,每年 40 万元，专门奖励品学兼优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孩子和助力脱贫攻坚
的优秀教师。

经过两年的教育帮扶，形成了西工
大和帮扶县“校长、年级组长、班主
任、各科教师、学生”一一结对帮扶的
良好局面。2017 年高考，融水中学一本
上线人数比 2016 年增加 56%，取得历史
好成绩，宁强天津高级中学高考也创历
史新高。

智力帮扶
提升“火车头” 增强带动力

“扶贫先扶智”，解开贫困枷锁、彰
显发展活力，归根到底靠的是内生动
力，强化智力帮扶，就是提升致富能
力，促进经济发展。西工大以智力帮扶
为先导，利用学校的科技优势和丰富的
教育资源助力脱贫攻坚，为融水等定点
扶贫县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提
供智力支撑。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
决定的因素”。各级领导干部承担着执

政兴国、执政为民的重要职责，肩负着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重要使命，是做
好脱贫攻坚工作的“火车头”。

两年来，在陕举办了三期融水县科
级以上干部培训班和两期贫困村干部暨
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培训致富带头人 30
余人。通过实地考察与理论培训相结合
的形式，不断提高干部认识，拓展干部
视野，提高干部带领百姓脱贫致富的能
力。

在融水职业技术学校设立西工大现
代远程教育融水校外学习中心，提高融
水职业技术教育水平，开展针对全县各
级干部、公务员及其他人员的学历提升
教育行动，为融水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搭建知识传播的高速路，助推融水
经济社会发展。

西工大扶贫办主任陈建军表示，智
力帮扶就是重在提升“火车头”带动
力，增强大家脱贫的内生动力。

众筹帮扶
勇担扶贫重任 唱响攻坚高歌

扶在“点”上帮在“根”上，开拓
众筹渠道，助力脱贫攻坚。

以党建为抓手，把扶贫工作积极融

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西工大先后
实施了 100 个党支部结对 100 名贫困学
生的党支部“一加一”活动、学校“翱
翔名家讲堂”进融水、基础教育党委捐
赠图书活动、无人机研究所党委为贫困
户捐送菌棒活动等，以精准扶贫践行

“两学一做”，为深入推进扶贫攻坚贡献
力量。

助 力 招 商 引 资 ，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
2017 年西工大携手陕西 20 余位企业家
投资考察团走进融水县考察投资项目，
成功吸引 3 个项目落地融水县，总投资
3.5 亿元。

发掘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
产业。邀请陕西旅游专家团队帮助融水
做好旅游产业规划设计。

组织专家编写大鲵养殖教材，制作
大鲵养殖课件，实现网上点播，推动城
固县乃至陕西大鲵产业发展。

给城固县捐赠流动科技文化宣传
站，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宣传进村入户，
宣传扶贫政策，播放电影、点歌演唱，
丰富农村业余文化生活。

西工大无人机研究所职工自发捐款
近 30 万元，资助 300 多名建档立卡的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

依 托 学 校 “ 三 航 ” 特 色 ， 举 办

“三航筑梦”系列活动 10 期，受益学生
1000 余名，激发帮扶地区学生成才动
力。每年选派 13 名研究生赴城固县山区
支教，点燃孩子们的希望。

精准资助
让经济困难学生有保障、有尊严

学校在承担社会扶贫任务的同时，
还非常重视对在校家庭贫困大学生的帮
扶。扎实开展三秦教师结对帮扶工作，
教师精准结对帮扶校内 429 名经济困难
大学生。进一步规范困难学生认定工
作，建立了包括家访、问卷、大数据分
析在内的科学化、精准化困难学生资助
模式，建立了校园消费大数据系统，学
生的困难生补助，就是参考这些依据采
取了主动加暗补的形式，解决他们后顾
之忧，让他们更有尊严，此项工作得到
了央视 《新闻联播》 的报道。

2017 年 3 月，融水县在西工大校园
栽下了“红豆杉”友谊树。“红豆杉”
在这片热土上深深植根、繁茂生长，是
西工大与融水县友谊的见证——西工大
人勇担扶贫重任，不忘初心前行，帮扶
真情永驻，大爱情怀长存！

（吴秀青 白 洁）

扶在“点”上 帮在“根”上
——西北工业大学打好扶贫“组合拳”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西北工业
大学（以下简称西工大）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又一次创新实践。西
工大党委认真学习贯彻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对定点帮扶的“四
县两村”（中央定点帮扶的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及江竹村、陕西定
点帮扶城固县、渭南市临渭区线王村、国防科工部门帮扶的宁强县
和略阳县）认真调研、系统谋划，站在高处、想在远处、干在实
处，扎实有力地推进帮扶工作。通过打好精准扶贫“组合拳”，走
出精准扶贫新路子，形成了“教育帮扶、智力帮扶、众筹帮扶”的
精准扶贫西工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