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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那些关键词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中国在美一留学生遭遇绑架失
踪，中国在日一留学生在东京被残忍
杀害，中国在澳一留学生遇害案在澳
大利亚宣判，中国在韩部分留学生因
兼职卷入电话诈骗案，美国加州大学
圣塔芭芭拉分校一在读中国女留学生
在寝室内自杀……

2017年，烙下了太多伤痛的印迹，
而留学生在海外的安全与心理健康，
也再度成为国际、国内留学圈的集体
关切。

导致留学安全问题的因素很多。
学者认为，首先是国情因素，学生所面
临的安全问题与国内是不一样的。在
我国，政府对枪支、毒品等有着严格的
管制，所以，人们可以 比较少

地考虑这个层面的培训和安全
教育；其次，学生的生活环

境不同，在国内，各
方面有家长来
照顾，或者提
供安全参考，
但在国外，留
学生们只能

依靠自己，遇到问题处理起来
自然缺少经验。

当然，留学安全问题的背后有个
案因素，亦蕴藏着全球安全形势恶化
和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多。恐怖主义、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引发的华裔歧
视……中国学生走出国门，安全环境
诚然并不乐观。

对于留学群体而言，孩子也好，家
长也罢，都应该认识到，必须重视安全
教育问题，而且必须给自己灌输一个
理念——留学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
事儿。

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社会结构差
异，从走出国门的那一刻起，大多数中
国留学学子就要开启痛苦的跨文化

“涅槃”之旅，并且或多或少地伴随着
紧张、慌乱、迷惑和不确定。边缘化心
态笼罩着中国留学学子，他们在中国
文化和留学所在国文化之间徘徊。其

间，酸甜苦辣咸，可谓冷暖自知。而所
有调节好自己并抗过挫折的，都是一
等一的留学“勇士”。

好在，留学生的安全问题一直是
党和国家的关切。每一起海外中国留
学生事故现场，中国驻外使领馆教育
处组工作人员的身影总是第一时间出
现。

同时，在教育部委托和指导下，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每年都在强化和推
广“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文明留学、成
功留学”理念，采用线下、线上、实景、
团组等多种留学行前培训形式,为13
万余人提供了现场培训，在线形式培
训超过37万人次，各种留学行前培训
累计超过50余万人次。

目前，留学行前培训基本实现对国
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全覆盖目标，并逐步
扩大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覆盖率。

然而，无论如何，留学生及其家
长虽不必草木皆兵，但头脑中还是得
多根“弦”，必须有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并了解国外的法律、校纪
校规和生活环境等。

毕竟，留学的主体始终是留学
生，而每一个海外中国学子留学安全
悲剧事件的发生，都意味着一个家庭
的“末日”……

关键词之 ：留学安全

➡年度特刊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
梧叶已秋声。”这句诗来自宋
代理学家朱熹，意在告诫我
们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仿
若未觉，今天已是 2018 年 1
月5日，在感叹过往的一年如
此匆匆之余，想再次拥抱一
下 2017 年，却发现去年似乎
承载于厚厚一摞报纸之间。

时光荏苒，唯文字为最
好的印迹。本版对 2017 年的
留学关键词进行梳理和总
结，以纪念过往的这一年。

——编者

2017年12月30日，中国驻俄罗
斯大使馆会议室内，相比往日更为喧
闹，一群中国留学生早已聚焦在了这
儿，脸上满是期待和惊喜。当日，《新
闻联播》将播放习近平总书记给莫斯
科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回信。

一切，得从一个多月之前的11月
17日说起。那天，莫斯科大学中国学
生学者联合会的同学们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诉说自己
对日益强大的祖国倍感自豪的情感，
表达他们担负光荣使命、努力追求进
步、希望学成报国的决心。

日理万机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回信——

“读了来信，我很高兴，我从中读
出了祖国日益强大带给你们的自豪之
情，也感受到了海外学子们心向祖国、
追求进步的强烈心声。”

“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一时间，
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们沸
腾了。很快，全世界的海外中国留学
生朋友圈里，都被这一消息刷屏。

习近平总书记给留学生回信的背
后，蕴藏着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中国梦的底气所在，亦寄
托着党和国家对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诚
挚关怀和殷殷期望。

60多年前，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
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曾深情地说，青年
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
托在你们身上”。60多年后，我们仍
然处于呼唤青年人才的关键时期。

其实，留学报国的血液一直在近

现代海外中国留学学子的动脉中流淌
和传递。

1847年，中国人容闳踏上远赴美
利坚的轮渡，在大洋彼岸的耶鲁大学，
他递交了入学通知书，全球近代史上
从此烙下了中国留学生的印记。中华
儿女，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远渡重
洋，为解民族于苦难，学习真知，师夷
长技以制夷。

历史，亦记载这个古老东方大国
炎黄子孙一次又一次出发。今天，中
国留学生的足迹遍布世界一百多个国
家，70%以上的“985”高校校长、90%
以上的长江学者、98%的“青年千人计
划”入选者，都曾求学于海外。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这注定是一个海外留学大有可

为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已
经在国内教育界和全世界海外中国
留学生中掀起了学习和践行的浪
潮。教育部党组更是迅速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充分认识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丰富内涵
和重大意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未来的日子，海外留学中国学子
当不负国家、不负家庭、不负“芳
华”，谨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的
期冀为结尾——

“希望你们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
传统，胸怀大志，刻苦学习，早日成
长为可堪大任的优秀人才，把学到的
本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让青春之光
闪耀在为梦想奋斗的道路上。”

关键词之 ：总书记回信

黄大年，这个名字在2017年几
乎一夜之间席卷了国内主流媒体和网
络。

这个名字的主人有多重身份——
教授、科学家、专家……其中，最让
当今留学群体引以为傲的一个称呼，
当属海归。

身为国际著名地球物理学家，
2009年，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一切优
越条件回到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
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
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2017年1月8
日，黄大年不幸因病去世，年仅58岁。

在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
要指示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
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
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
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诚然，黄大年诠释着海归群体的
使命与担当。

2017年10月24日，党的十九大
在北京胜利闭幕。党的历史上，周恩

来、朱德、邓小平等都曾留学海外。而
中国社会近现代发展史，更是一部留
学人员报国史、强国史。

100多年来，数以百万计学有所成
的留学人员，用留学期间掌握的知识、
科技、管理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
化进程。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和号召下，一代又一代留学人员践
行兴国强国的伟大梦想，留学报国已
经成为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神圣使命
和理想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以李
四光、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朱光
亚、周培源、苏步青、杨承宗等一大
批留学归国精英为代表的大批专家学
者，带回了海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
为祖国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奠基人
和领导者，为振兴和发展新中国的教
育、科技、国防、文化等事业作出了
卓越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日益走近
世界舞台的中央，留学工作承担的使
命更为重大。我国已经形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
“归国潮”。2017年两会上，教育部部
长陈宝生呼吁让留学生“回国潮”来得
更猛。

统计显示，从1978年到2016年
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5.11
万人。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院
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
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72%
均为留学回国人员；在载人航天工
程、高温超导等重大项目和高科技领
域的重大突破中，留学回国人员作出
了重大贡献。其间，涌现出黄大年、
施一公、饶毅等一大批在当今国际学
术领域富有广泛影响力的知名人物。

他们，成为新时代广大留学人员
特别是海归群体的偶像，更堪称大家
学以报国、学以强国的楷模。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
至，然心向往之。如今，黄大年已然
成为一种海归符号和精神象征。

留学一场，归去来兮，看齐圣
贤，这一程终不是过场。

关键词之 ：黄大年

这几年，“一带一路”这一词语持
续火热。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第
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再次将“一带一路”推到全球聚
光灯下。

“一带一路”，这个体现中国积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词语，给留
学带来了新契机。《教育部2017年工作
要点》提出，“扎实推进《推进‘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具有在“一带一路”倡
议沿线国家留学经验的中国学生以及
有中国留学经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学生正在成为稀缺人才。

其中，中国学生已然成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院校招生的“香饽
饽”。

目前，中国共有35万多人赴“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相关院校也积极布局中
国市场。2017年3月由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
上，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50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参加，其中不
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展
团。2017年10月由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主办的中国国际教育展上，包
括奥地利、比利时、白俄罗斯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内约40个
国家和地区的500余所海外院校参展。

在2017年3月中国国际教育巡回
展上，来了一位“稀客”，他是迪拜知
识与人力发展局董事会主席兼局长阿
卜杜拉博士。阿卜杜拉这次来中国，
正是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吸引而

来。
当然，为了吸引中国学生，“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也是蛮拼的。
不完全统计，仅阿卜杜拉率领的迪拜
展馆就向中国学生提供了600多个奖
学金名额。2016至2017学年度，俄
罗斯向中国提供了1168个国家奖学金
名额。“一带一路”沿线重要邻国日本
为鼓励留学，甚至为留学生提供助学
贷款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
中国各项政策的持续开放，“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学生奔赴中国留学也正
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时尚”。

“中国塑造了我。”2017年7月第
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式
上，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
位的泰国留学生彭文彬表示，他将把
从中国学到的知识、技能和正能量传
播给更多的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正日益成为
来华留学发展的增长点。同时，“丝绸
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已经设立，中
国每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
1万个奖学金名额。

由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
发展报告 （2017）》 显示，目前泰
国、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增幅的平均值
超过20%，为中国更加深入地参与经
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积蓄人才。

好风凭借力，助我上青云。
“一带一路”已经在路上，而准备

留学的你，这次，不妨一起扬帆启航。

关键词之 ：“一带一路”

“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
柔曼的轻纱；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2017年9月13日，这首“俄式风
情”名曲《喀秋莎》被几十名中国学生
用中俄双语动情合唱，并为深圳北理
莫斯科大学首届开学典礼拉开了帷
幕。开学典礼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和俄罗斯副总理戈罗杰茨共同启动。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堪称2017
年中外合作办学的缩影和见证。合作
办学，又称“不出国的留学”。这一年，
中外合作办学硕果累累，上海纽约大
学迎来首届毕业生，广东以色列学院
也开学并迎来了第一批新鲜的血液。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历史上
的中国教育从未如今日这般，跋山涉
水，探寻与海外优质院校的合作之道。

在2017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要下力气建
设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全面发挥中外合作办学辐射作
用，深化对国内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作

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许
涛表示，截至2017年9月，审批设立的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有2593个，
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层次的机构和项
目1288个。

2017年，注定是中外合作办学不
平凡的一年。

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中外
合作办学提出了新要求。《教育部2017
年工作要点》提出：“加快修订《中外合
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这一年，
修法行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可
谓主动回应新时代的矛盾变化。

2017年11月6日下午，福建省福
州市一家酒店三楼会议室，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林梦
泉、昆山杜克大学副校长常晓林、温州
肯恩大学党委书记王北铰、厦门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等
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外合作办学

审批和监管、资源引进等修订工作遇
到的十多个问题讨论得抢起了话筒。

这个场景发生在教育部主办的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
实施办法修订工作座谈会”现场，折
射出中外合作办学正在回应老百姓对
接受优质国际教育的新关切和诉求。

党的十九大代表陈宝生表示，
2049年，中国教育将稳稳地立于世界
教育的中心。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副司长方军在第八届中外合作办学
年会上表示，中外合作办学未来要成
为高质量教育的提供者、“一带一
路”人才的凝聚者、中国教育走向世
界教育中心的推动者。

可喜的是，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快
速，为中国学生“留学”提供了新选
择。越来越多的学生及其家庭为这种

“不出国的留学”“点赞”。
新时代赋予了中外合作办学新使

命，而对于中国学子而言，这意味着
本土化学习，国际化视野。

“留学”何须出国门，约吗？

关键词之 ：中外合作办学

留学考试，可谓每一个出国留学
中国学子都得经历的痛。

特别是，2017年春季对很多计划
赴美留学的中国学子而言更不寻常。
其间，美国大学理事会宣布取消6月
将举行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
并取消1月的考试成绩。随后，留学
圈炸开了锅。

辛辛苦苦准备了很久的出国留学
考试，在考完出结果时，突然被告知
成绩被延迟发布甚至取消。对此，海
外相关考试机构的答复多为“在对该
次考试的考试数据进行审慎调查和仔
细分析后”，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
此次考试成绩的有效性进行质疑”。

在经历内心无数次凌乱，甚至有
部分考生“吐槽”“已哭晕在卫生
间”之后，还是忍不住呼喊一次集体
反思——“我的成绩去了哪儿？”

成绩到底去了哪儿？其实，部分中

国学生留学考试成绩被延迟发布甚至
取消，涉及的是作弊及作弊引起的诚信
问题。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中国区
首席代表陈永汉表示，在一些国家，国
际学生从入境开始，就要对自己的学
术成绩真实性等承担起所有责任。

同时，全球很多国家的考生及其
家长对作弊等诚信问题的认识亦不全
面。回到“成绩去了哪儿”，就在于
他们并不知道，不是考生经过了安检
参加了考试就完事了，而是在之后的
很长时间里，随时会核查考生的考试
成绩。

正因为考试成绩有“回头看”，
一些已经通过托福或者雅思考试并已
经开始留学学习和生活的考生，一旦
被查出考试成绩有作弊问题，仍然会
被取消成绩，而且海外相关考试机构
会通知留学生所在院校。

对于一些“已哭晕在卫生间”的

中国考生而言，值得提醒的是，他们
最具优势的死记硬背能力在留学考试
中往往适得其反，因为东西方文化差
异，在海外相关考试机构眼中，死记
硬背或被视为作弊。

很多中国学生在准备留学考试时
选择了培训机构。培训机构固然有方
法，但有多少不是在引导考生背试
题、押题、背模板？又有多少是真正
从提升考生英文水平出发？尽管真相
很残酷，但从海外相关考试机构的反
馈来看，这种行为最直接的恶果是，
在留学考试中，一旦经过严格数据分
析被质疑，考试者通常会被认定为作
弊。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准备留学
时你还会盲目相信留学考试培训机构
的“九阳真经”吗？

那谁谁，考试宝典还握在手里，
等着“哭晕在卫生间”吗？

关键词之 ：留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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