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杨桂青 编辑：黄金鲁克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23 QQ：421157423 邮箱:hjlk010@163.com

2018年2月9日 星期五

03环球周刊

以新的眼光聚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出
国留学热潮，犀利地审视留学与追逐名校的
迷途，这应该是当前教育工作者的追寻。这
种探寻，美国洛杉矶著名华人作家黄宗之、
朱雪梅进行了尝试。黄宗之和朱雪梅的长篇
小说《藤校逐梦》被国内文学刊物《小说月
报》 以头条形式陆续刊出。《藤校逐梦》 及
书中案例的可贵之处，在于对我们正确对待
与处理留学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当前，留学的第一个迷途是盲目出国留
学。出于望子成龙的愿望，潘晨、李惠萍这
对在国内高校工作的夫妻，在儿子潘文森念
初中的时候就将其送往美国洛杉矶留学，一
方面让其接受定居美国的好友刘韬、辛洁夫
妻的照料，另一方面希望其如同刘氏夫妻的
一对儿女一样接受美国开放多元的良好教
育。然而，事与愿违，甚至险些酿成大祸。
为了让儿子考上“藤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
学，他们急功近利地让儿子上了一所一般化
的美国社区高中，结果儿子侥幸考上哥伦比
亚大学，但由于跟不上班级学习而酗酒、吸
毒，终至被学校开除。潘文森的例子告诉国
人，留学固然是好事，但并非一厢情愿与可
以任意为之之事，家长与孩子都需要理性对
待，根据孩子的教育资质、家庭经济等情况
量力而行，否则将弄巧成拙。

留学的第二个迷途是单纯追求名校效
应、重学历轻情感、重智育轻德育。这在小
说中周丽雅的胞妹苏珊身上得到了突出的体
现。苏珊年轻貌美，智慧超群，却因婚姻受
挫而走上了不归路，让年迈的父母陷入白发
人送黑发人的悲痛深渊。如同周丽雅所说，
妹妹的人生结局实际上父母难辞其咎。她们
的父母在国内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性格强
势，片面地要求学习成绩优秀的苏珊上国内
名校，读国外“藤校”，学热门专业，丝毫
不尊重苏珊自己的志愿。终于，苏珊头上有
了令人艳羡的北大学士、清华硕士、哈佛博
士、斯坦福博士后、美国银行高管等耀眼光
环，学业、工作顺风顺水，父母、家人亦一
度引以为豪。但父母的片面教育与娇惯让苏
珊情商低下，渐渐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孤
傲不群、冷僻、自私、淡漠亲情、我行我素
等心理与性格缺点。当她遭遇与美国老公皮
特的个人情感危机时，她极端地走上了不归
路。苏珊的案例喻示着上一代人片面教育模
式的失败与片面追求名校或藤校教育的反
思。

留学的第三个迷途是扼杀孩子兴趣、把
家长意志强加给孩子。从很大程度上说，教
育的本质在于人尽其才。辛洁作为国内大学
医学硕士毕业生与留学美国后成功定居美国
的华人，对于教育的规律并非一无所知。然
而，她骨子里满是极端功利主义的教育观
念。儿子史蒂文即使考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这样的名校，她仍然心存不甘。而女儿琳
达高中时代有志于电影编剧，她极力反对，
想方设法把女儿的兴趣掐灭在摇篮中，结果
导致女儿产生逆反心理，学习成绩大幅下
滑。琳达上大学要读喜爱的电影专业，她以
泰山压顶的方式逼女儿就范，让其与父母签
下合同，选择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管理专
业。最终，她的如意算盘落空。这说明，父
母亲以功利主义为导向，单纯追求“藤校”
的名校效应，不尊重教育对象的志趣，忽视
开发孩子的特长，即使心愿再美好，其结果
也容易事与愿违，乃至南辕北辙。

当然，揭示出国留学的迷途之后，也应
对真正的留学或者留学的本质等进行全新而
富有建设性的思考。《藤校逐梦》 展示了超
越藤校或名校效应的良好前景。潘文森得到
诺贝尔奖得主安德森教授的思想指导之后，
一番奋发上进之后被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录
取。琳达上了雪城大学电影学院之后，根据
潘文森经历撰写了电影剧本《纽约故事》并
拍成了影片，影片一举夺得美国大学生竞赛
最高奖项，也为自己的学业选择正了名。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教授）

单纯追求“藤校”的名校效应，不尊
重教育对象的志趣，即使心愿再美好，其
结果也容易事与愿违——

走出留学的迷途
吴道毅

本报讯 （记者 黄金鲁克） 近日，美国
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宣布开放第六轮
免费在线托福备考课程。据悉，为期 6 周的
课程采用自主模式，学生可以随时通过

“edX”慕课平台注册，并自主安排学习进
度。

目前，该课程已经吸引了来自200多个
国家的 62.5 万名学生。本轮课程还新增了
口语技能练习功能，考生可以与机器对话，
就他们在大学中经常遇到的场景进行口语练
习，例如在咖啡厅点咖啡、和同学建立学习
小组、与职业导师会面等。

第六轮托福官方免费
在线备考课程正式开放

留学资讯

今天，出国留学愈发普遍，
但对于留学，不少有留学计划的
家庭仍然充满困惑与误解。留
学工作者肖堰曾深入走访中国
驻外使领馆教育参赞、国外名校
招生官、留学生等，完成《留学十
问——圈内妈妈与教育参赞的
对话》一书，从教育、文化、心理、
大数据等领域寻找答案。她的
研究和经验，值得参考。

——编者

当今，“孩子出去了吗?”已经
像“你吃了吗?”一样成为适龄家长
们见面问候语，很多家长在孩子很
小时就开始为孩子接受国际教育、
出国留学发愁和焦虑。这些送孩子
出国的家长，有的是一头雾水，有
的是病急乱投医，有的则认为国内
遇到问题都可以“一送了之”。另一
方面，刚刚脱离了家长精心庇护的
羽翼，就要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经
历风雨的孩子们，更需要的是心理
的指导和支持。

恰当看待出国留学

作为一名低龄留学生的家长，
我也经历过诸多困惑。

虽然拥有着丰富的国外教育信
息，但是在女儿真正面临是否出国

读中学做小留学生时，我还是特别
谨慎。为此，我和女儿坐在一起，
让女儿列出出国留学和不出国的理
由，然后发现“答案就非常清楚
了”，女儿自己也想留学。

可见，一定不能被裹挟，然后
跟风去留学。没有一个教育体制可
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家长应该想明
白送孩子出国留学是为了什么，还
要充分了解孩子是否具备出国留学
的条件。并不是在国内各方面表现
不如人意的孩子到国外就一定可以
脱胎换骨，而且国外通常考核标准
更加多元，孩子可能会面临更加激
烈和残酷的竞争。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原教育
参赞薛浣白表示，她不论是在国外
工作还是回国后，都会遇到不少家
长的一种认知误区：“既然国内升学
压力大，就通过把孩子送出国门而
解救他们出苦海。在这些家长看
来，似乎出钱把孩子送出国门学
习，就解决了孩子学习的所有问
题，自己也可以彻底卸下家长的负
担了。”而现实告诉我们，出国学
习，特别是开始阶段，问题、困难
会接连出现，考验才刚刚开始。

还有不少家长因为斥巨资送孩
子留学而增加了对孩子的期待，但
缺乏不一定能够上顶级学校的风险
意识。如果家长只是一味地有过高
的期待，这和因为孩子学习不好送
出国一样是不恰当的。因为一个简
单的事实是，那些能走进美国顶尖
大学的留学生比例，实际上的概率
不足1%，并且是尖子生里的1%。

出国留学，人们更容易想到要
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争取更好的
前途”“未来更好的工作和收入”等
功利性的东西。而出国留学带来的
一些非功利性的变化，如“开阔视
野”“增强适应能力”“发展智力和
创造力”“学会自由选择”“学会自
我照料”“过简朴生活”“自己为自
己负责”“寻找人生意义和存在价
值”等比前者更重要的东西，却常
常被人们放在了第二位。

“主动失联”与亲子关系

“现在我们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就
是帮助国内家长找孩子。”一位驻外
使领馆教育处组工作人员曾经这样
对我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很多
孩子的“失联”完全是自愿的，因
为他们不愿意家长找到他们，不愿
听家长万里之外还在唠叨，或者是
在与家长产生意见分歧时承受来自
家长不断施加的压力。

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女儿
在其 15 岁出国后的 7 年中，与我始
终保持着一周一次的视频交流，短
则 1 小时，长则 2 至 3 小时，几乎从
未断过。此外，还有近 3 年的时间，
女儿会一周给我写一次“书面报
告”，内容关于生活学习、娱乐交
友、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等，可谓
无所不包、无所不聊。

然而，为了这样的“庆幸”，我
们作为家长准备了十多年。家长和
孩子的关系模式，决定孩子离开之
后跟父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沟通方

式，甚至关系到家长对孩子的支持
和帮助会有什么效果。因此，家长
一定不能等到孩子已成人或者出国
后，才考虑和他们的关系。

薛浣白曾反复提醒决定送孩子
出国学习的家长：“要在孩子成长的
最佳时期，好好锻炼他们独立生
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自我规
划、自我管理的能力。”薛浣白的建
议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子女在 12
岁以下还处于依赖父母的“有效
期”，父母应该在这个时期对孩子制
定规则、设定边界、矫正行为。

不少未成年留学生的家长寄希
望于国外寄宿学校代替父母行使管
理职责。虽然很多国外寄宿学校有
复杂的规章制度，但这些主要针对
吸毒、喝酒等严重违纪行为。孩子
是否会合理安排时间、上课是否认
真听讲、作业能否按时完成等，完
全要靠学生自觉，这时就需要父母
继续适当行使约束、管理、提议、
建议的职责。

亟待提升独立能力

“有一些孩子独立生活能力比较
弱，生活、学习中碰到问题不知怎
样应对和处理。有的孩子心理比较
脆弱，又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容
易陷入与周围世界不相容甚至抵触
的情绪之中。”谈到留学生面临的问
题，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原教育
参赞陈维嘉如此表示。

薛浣白也认为，留学生独自在
外，对他们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能力，包括目标管理、时间管理等
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有
些留学生哪怕是最基本的到校听
课、完成作业，都难以做到。在国
内期间，一些家长包办得太多，许
多问题都让家长提前帮助解决了。
当学生独立在外时，会一下子变得
茫然不知所措，再加上环境、学业
的压力，一些学生就会出现放纵自
己的现象。为此，留学生在留学前
亟待提升独立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中国留学生
在国外各种问题的频频报道，会让一
些家长和学生在完成了留学申请后，
对迈出国门后的一切未知和不确定
感到茫然不安，甚至焦虑恐慌。

薛浣白和陈维嘉通过工作接触
到的第一手信息和实例，道出了中
国留学生频频遭遇的四大困难和挑
战，除了前面提到的亟待提高的独
立能力外，还包括排在第一位的语
言能力、需要明确的学习目的以及
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同时，与日
俱增的交通事故、心理疾患、因对
法律法规的无视无知产生的隐患
等，也是触目惊心，令人心痛。

为此，留学准备，绝不只是托
福 、 美 国 学 术 能 力 评 估 测 试

（SAT） 等考试。出国留学，也不仅
是孩子一种新学习形态的开始，而
是会让孩子独自面对更多困难、更
大挑战，也因此会带来更大半径和
更多可能。因此，留学准备，不应
该仅始于出国前，而是越早越好。

［作者系华尔街英语 （中国） 企
业事务总监］

留学困惑，你有吗
肖堰

留学麻辣烫

对于探索送孩子海外留学的中
国家庭来说，法国留学低廉的价格
常常让人印象深刻，尤其让工薪阶
层喜出望外。实际上，这让人困惑
的低廉成本，与法国动用国家体制
力量打造而成的精英教育体制，有
着莫大的关系。中国家长需要知道
的是，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低
廉从不会与精英轻易画上等号。

20万元人民币拿下法国大
学文凭？

从近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正
在日渐赶超非洲摩洛哥，即将成为
法国第一大国际学生输入国。2017
年中国留学生在法人数接近3万。其
中，超过半数的中国留学生就读于
法国公立大学。法国公立大学免学
费，而且对国际学生也一视同仁。

就读此类高校的本科、硕士学
生，每年只需向学校交纳150至300
欧元的注册费和社会保险费即可，
再无其他学费和杂费。此外，国际
学生还可以和法国学生一样，享受
住房、伙食、交通、医疗、保险等
多样的政府优惠和补贴。

2017 年 5 月，法国历史上最年
轻的总统马克龙上任。从与中国学
生有关的留学政策来看，新政府与
前任政府之间基本上保持了一致，
学费继续减免，注册费可能会提高
但预计幅度有限。由此算下来，赴
法留学最大的开支仍是生活费。照
目前的汇率和法国生活水平来看，
在法国拿一个本科学位 （学制 3 年）
或者一个硕士学位 （学制 2 年），成
本都是20万元人民币左右。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轨
制”高等教育体系

很多中国学生不知道，法国基
础教育之后的高等教育阶段，有着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双轨制”高等
教育体系。法国有 90 所公立大学，
除此之外，还有 240 多所工程师学
院、230多所高等商学院以及为数不
少的高等艺术学院、建筑设计学院
等高等教育机构。需要注意的是，
上述公立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
之间，有着泾渭鲜明的分野。这些
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人更愿意根据
其 字 面 意 思 称 之 为 “ 大 学 校 ”

（Grande école）。
法国每年有近 60 万名高中毕业

生参加全国会考，只有 85%的学生
可以达标。达标者中 90%的人便以
此 为 资 格 ， 直 接 升 入 公 立 大 学 就
读，而另外约 10%的尖子生，则会

选择进入“预科学校”，专门进行两
年“应试教育”。最终经过严酷的淘
汰和选拔，他们能够进入法国培养
精英人才的“大学校”。算下来，每
一年法国学生中只有不到 8%的幸运
儿升入了象牙塔的塔尖。

虽然名为“大学校”，但其实这
种学校名不副实，因为这种学校的
规模通常都只有几百人，每个年级
就只招一到两个班，不会超过 100
人 。 而 普 通 大 学 的 规 模 都 以 万 人
计。国家提供的办学经费，按人头
算，“大学校”则在普通大学的 10
倍以上。客观来看，包括中国学生
在内的国际学生要想读这种学校，
实际开销和就读美国、英国、澳大
利亚、德国的名校相比，不相上下。

由此可见，法国公立大学实际
上是开放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是法
国 高 等 教 育 民 主 化 、 平 等 化 的 象
征。相比之下，“大学校”则相对封
闭，是专门培养青年精英的学校。
两类高等教育机构在投资经费、学
习条件、教育和管理模式、修业年
限、学位文凭以及就业前景等方面
都大不相同。

以国家体制固化的精英与
平民分野

前面提到的“预科学校”，就是
法国独特的“后中等教育阶段”，法
国也常常习惯于把这类预科教育划
归为高等教育阶段。对比来看，如
果一个法国学生上的是公立大学，
那么通常是3年本科、两年硕士，总
共5年拿一个硕士学位。而如果他考
上的是“大学校”，则是两年预科、
3 年“大学校”生涯，同样 5 年获得
一个硕士学位。

在法国，诸如教师这种行业已
经全体硕士化了，硕士学位成为体
面生活的基本条件。然而，公立大
学硕士和“大学校”硕士却有天壤
之别。法国媒体在提及“大学校”
时，直言不讳地称其为“精英大学
校”（les écoles de l'élite）。

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不能说每
一个精英大学校的学生都是法国政
治、金融及企业界的领袖，那么至
少可以说，这些政治、金融及企业
领袖们都是精英大学校的毕业生。
可见，法国大学生的精英与否，比
中国的“985”“211”标签更一刀
切，甚至更严酷。而且，从本世纪
初开始，法国政府开始为高中阶段
之后的“预备学校”组织统一的全
国入学考试，可以说，在平民与精
英教育方面，法国搞得相当制度化。

袖珍而封闭，法国的上流
朋友圈

在法国几百所精英大学校中，
最顶尖的规模都只有数百人，目标
是培养领袖级人才。次一等的规模
可以达到一两千人，目标是培养仅
次于领袖级的最高级人才。可以看
出，法国的上流朋友圈是袖珍的，
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封闭的。难以
想象，在法国固化、窄化的阶层上
升通道里，能大量出现类似中国马
云之类没有进入名校还能翻身的草
根“精英”。

以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例，他一
路所受的精英教育非常典型。马克
龙高中毕业于法国顶级高中巴黎亨
利四世中学，然后分别在巴黎政治
大学和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接受领袖
级教育。

在法国巴黎有两所在世界上享
有盛誉的公立高中，分别是路易大
帝高中和马克龙的母校亨利四世中
学。数百年来，法国的精英人才，
包括总统、部长、行业领袖，40%
出自路易大帝高中，40%出自亨利
四世中学，出自其他学校的全部加
起来占余下的 20%。法国高中阶段
的资源集聚效应，可见一斑。

而巴黎政治大学，在 2016 年

“QS”世界大学排名，其政治与国际
研究专业超过牛津大学，排在世界第
四名。该校毕业生积极活跃在法国
的行政、商业、传媒与国际发展等多
个领域。自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
以来，包括马克龙在内的 6 位法国总
统毕业于该校。法国国家行政学院
则相近于中国的中央党校，学生都是
已有若干年从政经验的优秀年轻官
员，培养的是实打实的政府精英。

可以说，法国人上学，拼的不
仅是学校，更是同学。精英大学走
出的这一小撮佼佼者，彼此间是同
学、是朋友，更是职业生涯上一辈
子的左膀右臂。

中国学生如何跻身法国
“精英大学校”

综上所述，法国的学制与英语
国家差距甚大。单就法国的优秀学
生而言，他们高中阶段之后的历程
通常是，两年预科学校、3年“精英
大学校”，拿到一个相当于硕士的卓
越学位。法国的预科学校一般嫁接
在一些优秀的本土高中之上，向中
国学生的开口很小。国际学生想就
读的话，一般要有法国国籍或法国
居留权，当然，还要足够优秀。

中国学生要想在所谓的本科阶
段就受惠于法国的精英教育，难度

较大。当然随着中法两国各界交流
的深入，情形也在不断变化。完成
本科学业，想要去法国拿一个出色
的、过硬的硕士学位，在申请的时
候就要擦亮眼睛。免学费、易申请
的法国公立大学，自然不是首选，
因为挤进法国的“精英大学校”是
挤进法国精英朋友圈的最关键一步。

当 然 ， 申 请 法 国 “ 精 英 大 学
校”，并不像美国一样要有才艺和社
会活动等资历才能成功。包括法国
本土学生，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才争取到机会。对于国外申请者来
讲，多姿多彩的履历都在其次，还
是成绩至上。

近年来，法国国内的教育高官
不断释放信号，以各项政策优惠推
动中国成为法国的第一大国际学生
输入国。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
际，法国面向中国的优秀硕士奖学
金的份数增长了近一倍。

2017 年 5 月，马克龙领导下的新
政府郑重提出，将动员社会力量为法
国青年大学生新建 8 万个宿舍，并建
立更加公平合理的阶梯式助学金和
奖学金系统。上述措施也将有力惠
及在法留学的中国学生。可以说，当
前是中国人留学法国的“黄金时代”。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

留学法国“精英大学校”知多少
王晓宁

留学观察 2018开年之际，刚刚庆祝完40岁生日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旋即踏上访华之旅，成为2018年首位到访中国
的外国元首。客观来看，这位盛年问鼎政坛巅峰的年轻总统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国精英教育的面貌。那么，
赴法留学的中国学生有没有机会跻身马克龙所代表的“法国精英朋友圈”？赴法留学真的像坊间流传的那
么廉价吗？马克龙领导的法国新政府又将给中国学子带来哪些新机遇？ ——编者

留学指导

申请法国“精英大学校”，并不像美国一样要有才艺和社会活动等资历才能成功。 CFP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