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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名为“ICEF Monitor”的国际
教育产业资讯机构官方网站刊文表示，经过
2012至 2014年间的些许下降后，韩国国际学
生人数连续 3 年呈稳健增长态势。2017 年，
韩国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同比增长接近 19%，
创历史新高。这一增长态势使韩国有望实现其
留学事业长期目标，即至 2023 年，在韩国际
学生人数突破20万。

当前，亚洲国家对于国际学生的竞争力度
正逐步加强。几年之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
第一批将自己定位为学生区域中心的亚洲留学
目的地国家之一。但随着对国际学生教育兴趣
的日益浓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的亚洲国
家的国际学生人数也迅速增长。例如，日本官
方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日本国际学
生人数为 26.7 万。除此之外，韩国国立国际
教育院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韩国大学共计有
123850名国际学生。

关于在韩国际学生学习类别，2017 年，
大多数在韩国际学生注册了学位课程，另有
51860名学生参加了非学位课程。韩国政府计
划在2023年能够接收20万名国际学生，而在
目前的增长率范围内，这一目标将很可能实
现。

韩国政府系列举措产生效果

据悉，在几年的稳定增长之后，2012 至
2014 年间，韩国大学国际学生入学人数持续
减少。然而，下滑趋势在 2015 年得到了逆
转。相较于 2014年，2015年韩国大学国际学
生人数增加了 7.6%，并且 2016 年韩国国际学
生数据同比增长至 14.2%。至 2017 年，在韩
国际学生人数年增长率为 18.8%，比 2016 年
增加了约2万名。

自 2012 年在韩国际学生人数开始降低，
韩国政府被迫将此前制定的“至 2020 年成功
吸引 20 万名国际学生”的留学事业目标推迟
到 2023 年。同时，韩国政府也配套制定了旨
在促进本国国际学生人数增长的系列政策和战
略，例如允许韩国大学为国际学生开设专门的
院系及课程；扩大英语授课范围，特别是在科
学、技术、工程及数学 （STEM） 领域；增加
就业支持，例如放宽签证限制等，以为毕业后
留在韩国继续工作的国际学生提供便利；在
2015 年共资助 188 亿韩元 （1600 万美元），
以支持韩国大学的营销和招聘工作；为亚洲其
他国家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计划等。

现状进一步表明，韩国政府实施的系列举
措已产生了一定效果，并使该国的国际学生入
学人数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课程受欢迎度因学习层次而异

目前，中国仍然是韩国国际学生最重要的
生源国。2017 年，共计 68180 名中国学生在
韩入学，占韩国国际学生的 55％。在韩国度
假胜地——济州岛的高校中，中国学生占据了
更大比例，岛上80％的国际学生为中国学生。

越南是韩国国际学生的第二大生源国。
2017 年，共计 14615 名越南学生在韩国入
学。蒙古、日本紧随越南之后，分别为韩国国
际学生的第三、第四大生源国。此外，来自美
国、乌兹别克斯坦、法国、印度尼西亚以及马
来西亚等的国际学生总数占所有在韩国际学生
人数的比例较小，尚不足3％。

2017 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在韩国际学生
中共有 36％的学生主修工程学，另有 34％的
学生选择人文或社会科学专业。在硕士阶段，
人文和社会科学更受欢迎，共计 71％的国际
学生研修该领域课程。同时，截至 2017 年，
仅有14％的国际学生选择工程专业硕士课程。

东盟经济共同体学生受重视

韩国主要基于两方面因素大力扩展本国国
际学生规模。首先，伴随着本国呈下降趋势的
人口出生率，目前韩国国内的大学生人数正逐
步减少。其次，东盟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合作及
竞争均日益加剧，韩国明确地将来自东盟经济
共同体的国际学生视为本国国际学生的重要来
源。

东盟经济共同体的 10 个国家——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
莱、缅甸、柬埔寨、老挝及越南，总人口超过
6 亿。这一人口数据大于欧盟或北美的人口总
数，且仅有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能够超
越。

作为韩国第二大国际学生的生源国，越南
和菲律宾一样是许多亚洲高校重点关注的国际
学生生源国。2017 年底，外国文章表示，由
于国家人口众多且发展迅速，印度、越南以及
菲律宾无疑成为亚洲最耀眼的新星。至 2030
年，印度的平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接
近 7％，而越南及菲律宾的平均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将增长 6％左右。作为世界第四大国际学
生的接收国，中国正加紧对越南及其他东南亚
国家学生的招生步伐。

可以预测，随着亚洲范围内学生交流的日
益频繁，未来几年中，亚洲将继续对全球学生
流动趋势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未来几年中，亚洲将继续对全球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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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人数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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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笈留洋，成为众多莘莘学子的
梦想。鉴于留学安全问题频发，美好
的梦想常常折戟于严酷的现实。留
学，新时代产生新需求，新时代也面
临新挑战，新时代务必开创新局面。

新时代迎来新挑战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进 入 新 时
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国发展标
定新的历史方位。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留学事业也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留学事业实现历史
性、格局性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
为新时代留学工作确立了“支持留
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
用”的十六字方针。2012 至 2016
年，出国留学人员增幅为 36.26%，
留学回国人员增幅为 58.48%，自费
留学的比重持续保持在 92%左右。
我国业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人员
输出国。未来 5 年，我国将迎来留
学回国与出国留学人数“逆差”的
反转，形成留学人员的红利时代。

进入新时代，我国留学事业的主
要矛盾从“能留学”转化为“留好学”，
但依然面临新挑战。一方面，留学目
的国的地域与语种分布过于集中，逾
九 成 选 择 发 达 国 家 ，其 中 近 八 成

（77.91%）为英语国家。另一方面，
留学服务行业失序，社会评价欠佳，
留学指导不力，维权成本高昂，留学
安全预警有待完善，给国内外唯利
是图者以可乘之机。

最近，新西兰学历认证局将位
于该国奥克兰的新西兰国家学院注
销 ， 殃 及 该 校 约 150 名 中 国 留 学
生，其中 40 多名面临无学可上和合
法居留身份不保。事件的起因虽为
商科教学评估落榜，实为利令智昏
的办学导向。据涉案留学生陈述，
该校存在收费虚高、收据作假、文
件伪造等不法现象。

该事件堪称留学事业迎来新挑
战的典型案例。一方面，在英、美、
加、澳这 4 个母语为英语的发达国家
留学接纳能力日趋饱和的情况下，作
为同类国家的新西兰日益获得中国
留学人员的青睐。另一方面，该校办
学失范，甚而有违法之嫌。中国驻奥
克兰总领事馆与新西兰学历认证局
虽携手为约 110 名涉案中国留学生
解困，却暴露两者共同建构留学安全
预警机制的缺失。

新时代激发新需求

为此，须织牢法治之网，无缝
笼罩包括留学中介机构以及以接纳

留学生为主的教育机构在内的留学
服务行业，使之依法、依规运行。同
时，加强并完善留学安全预警机制。
譬 如 ，教 育 部 国 际 合 作 与 交 流 司
2015 年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平安
留学宣传片《留学之觞》，由此把传统
媒体与新媒体尤其近年来兴起的自
媒体纳入留学安全预警机制之中。
这是在供给侧上发力。而需求决定
供给，需求侧上矫正可事半功倍。

在新时代的中国，留学重在品
质，而非“颜值”。事发的新西兰国
家学院所提供的一年大专课程可直
通梅西大学硕士学习。对梅西大学
趋之若鹜的中国学子，即便如愿通
过新西兰国家学院进入梅西大学，
也难掩败絮其内的窘困。

从“墨子”传信到“复兴”提速，从
“神威”机称霸到克隆猴出世，从“蛟
龙”下海到“天眼”探空，从“嫦娥”奔
月到“悟空”环宇⋯⋯这些国家重器
的背后，无不闪耀着留学人员的爱国
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我国
70%以上的高水平大学校长、80%以
上的两院院士、90%以上的长江学者
入选者、七成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
人，均有留学经历。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在欧美同学
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勉励留学人员“既读有字
之书，也读无字之书，砥砺道德品
质，掌握真才实学，练就过硬本
领”。唯有如此，留学人员才能在实
现中国梦的壮阔奋斗之中“有所突
破、有所发展、有所建树”。

新时代开创新局面

当前，高端留学的机遇毕竟有
限，就读世界名校更是考验综合实
力。矫正留学需求侧，不妨尝试两
种模式。

梅贻琦留学模式。有意留学的
中国学子往往唯哈佛、牛津是瞻。
其实，即便在传统英语留学目的
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也俯拾皆
是。大学排行不应仅此一份榜单，评
判一所大学应多维度。梅贻琦被誉
为清华“永远的校长”，他所就读的伍
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
technic Institute）既无“常青藤”
的绚丽光环，也难以应验大师大楼之
说，却为一所典型的高回报率院校。
当然，庚款留学计划为庚款生选择院
校与专业明确鲜明导向。此亦足见
留学政策导向性的威力。

陈寅恪留学模式。留学，留，
只是形式，学，才是实质。然而，
以“留”代“学”现象却难以根
治。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
恪游历哈佛、柏林大学等欧美高校
16 载，不为文凭但求学问。只因无
学历、无著作，初创的清华研究院
国学门虽遍求导师，校长曹云祥却
欲拒绝校内外名师对陈寅恪的联名
举荐。最后，梁启超一语定乾坤：

“陈先生寥寥数百字远胜梁某人等身
著作。”当然，该模式成功运作要以
科学人才观为前提，用人单位须彻
底破除大行其道的唯学历论。

百余年的留学史即为“索我理
想之中华”的奋斗史。毋庸置疑，
这两种留学模式理当适应国家发展
大势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只因留
学旨在报国，其本身并非目的。让
这两种留学模式沿着“一带一路”
绽放，在专业的选择上要面向国家
急需、薄弱、空白、关键领域，在
国别的选择上要面向母语为非通用
语种的留学目的国，新西兰国家学
院之类“野鸡大学”便无人问津，
个人出彩的梦想与民族复兴的梦想
方可交相辉映。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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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事业进入新时代
俞可

报告提供全球有意去研究
生院深造的学生趋势

记者：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为
何会发布《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全球
考生概览》年度报告？在您看来，报
告可以给全球考生带来哪些帮助？

戴维·佩恩：为适应研究生院和
商学院希望了解美国研究生入学考
试及考生表现情况的需求，美国教育
考试服务中心从2013年起开始发布
年度报告。报告有助于相关院校和
机构在计划、招生、录取及颁发奖学
金方面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相对于考生而言，这份报告对于
高校和政府来说有着更为重要的意
义，因为它提供了全球有意去研究生
院深造的学生趋势，例如哪些专业更
受欢迎或不那么热门等，这些数据对
他们而言可能比较有价值。而且，相
关政府和机构希望掌握本国考生的
考试表现，因为他们能够与全球水平
进行对比，了解本国学生在哪项技能
上表现得好，同时在哪些方面需要投
入更多资源来缩小差距。

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报告
有哪些新变化或者不同？如何正确
解读这些变化或者不同？

戴维·佩恩：报告所包含的数据
类型与往年相同，但是 2016 至 2017
年的报告还提供了最近 5 年的数据，
而 往 年 的 报 告 只 提 供 了 3 年 的 信
息。因为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在
2011 年 8 月进行了改革，现在我们
用 5 年的完整全球数据进行更深入
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2016 至 2017 年
的全球报告与往年相比在回应率上
存在差异。报告的数据来自考生在
注册考试时填写的背景信息问卷。
由于他们没有被要求回答问卷上的
所有问题，因此不同问题的回应数量
也存在差异。从 2016 年 9 月起，我
们要求考生必须填写他们的性别和
国籍信息，而这两个选项以前是自愿
填写的。另外，新考试注册系统的使
用可能影响了一些背景信息的回应
率。

由于回应率的变化，我们谨慎对
比 2016 至 2017 年与往年报告中的
数据。例如，报告显示中国籍考生人
数增加了28%，但是我们认为人数的
增长可能是因为国籍变成了必填信
息。等明年的报告发布后，我们才能
更准确地掌握中国考生人数变化的
情况。

不过，中国考生的人数确实增长
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报告提供的
考试地点信息可以作为一个更好的
指标，因为以往的报告都提供这一数
据。考试地点的数据显示，2016 至
2017 年在中国的考生数量比前一年
增加了 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还
有待研究，不过我们可以肯定中国考
生人数比上一年有所增长。

自然科学和工程类学科仍
是最受中国考生欢迎的研究生
学科

记者：根据报告数据，全球各个
区域考生成绩，比如亚洲、北美洲、欧
洲等，是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他们

各自的优势和弱势是什么？
戴维·佩恩：我认为和总结整个

区域的考生表现情况相比，将不同国
家的考生表现与全球平均水平进行
比较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考
虑到一个地区内每个国家的经济和
社会体系存在不同，比如中国与印
度、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相比，
在以上方面存在差异，所以他们为年
轻人提供的教育所取得的成果也是
不同的。另外，报告的数据只代表了
参加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他
们或许不能代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
全部学生的情况。

在报告中，我们提供了美国研究
生入学考试数量推理、逻辑推理和分
析性写作的全球考生平均分以及每
个国家考生在各部分的平均成绩。
在2016年7月1日到2017年6月30
日考试年度，我们看到中国考生数量
推理部分平均分世界第一，为 164.7
分，远高于全球平均分 153.2 分。相
比之下，中国考生在逻辑推理部分的
平均分为 148.5 分，而全球平均分
150.4 分。同样，分析性写作平均分
为 3.1 分，也低于全球平均分，低 0.5
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考生不能代
表所有中国学生，而只是有意或正在
出国攻读研究生项目的学生的表
现。注重定量分析能力的自然科学
和工程类学科仍是最受中国考生欢
迎的研究生学科。

记者：目前，全球考生通过美国
研究生入学考试申请的哪些专业比
较多？您怎么看？您认为他们应该
如何理性选择专业？

戴维·佩恩：全球近一半的考生
表示他们有意攻读工程学、生命科学
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生学位。这一趋
势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但是从 2012
至 2013 考试年和 2016 至 2017 考试
年，打算攻读商科项目的中国考生增
加了 51%。报告数据也支持了这一
普遍趋势。

当然，对于如何理性选择研究生
专业，这需要考生自己决定，而且这
意味着考生需要了解自己的兴趣、天
赋、技能和短板。考生还可以通过了
解他们想要工作和生活的国家的职
业发展趋势，以便对稀缺的职业技能
有更好的认识。对于希望去美国深
造的学生来说，可以通过浏览美国劳
动统计局的网站获取更多信息，例如
工作需求有望在未来持续增长的领
域以及相对饱和的领域。

考生应该通过模拟测试来
了解备考时间和自身技能短板

记者：近几年，美国研究生入学
考试在考试设计理念上是否有变
化？对考生的思维和能力要求是否
有变化？未来，考试可能做出哪些调
整？

戴维·佩恩：近些年，最大的变化
是我们在2011年的考试改革中对逻
辑推理和数量推理部分的测试内容
进行了调整，并加入了方便考生的设
计，例如考生可以在一个部分内先跳
过问题再返回作答、改动已输入的答
案以及在机考中利用屏幕上的计算
器帮助完成数量推理试题。而且，考
生可以参加多次考试，然后选择向学

校递送最好成绩。在过去的一年中，
我们提高了测试安全并改善了残障
考生的考试体验。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测量了在
研究生阶段对所有学科学习都至关
重要的技能，包括逻辑推理、数量推
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调研
发现，各大研究生院认为以上 4 项技
能都很重要。即便是攻读数学学位
的学生也需要掌握逻辑推理和分析
性写作技能，因为无论是理解理论还
是撰写研究论文都需要这些技能。
我们的顾问委员会和客户机构帮助
我们及时了解院校需求的变化，并指
导我们对这些变化的需求做出回应，
从而使考试为相关机构提供有价值
的信息。

记者：对于中国考生，您有何建
议？

戴维·佩恩：与做所有事情一样，
提前计划并预留备考时间十分重
要。学生们至少应该熟悉考试形式
以及考试当天的情况，我一直建议他
们进行模拟测试来对备考时间和技
能短板有大致了解。我们的官方网
站是获取官方备考资料的最好途径，
上面有完整的免费样题。而且，官网
测试练习模拟了考试情况。同时，我
们还欢迎学生在社交网站上与考试
团队互动。我们通过新浪微博、微信
公众号和知乎账号分享激励格言、视
频、关于出国留学的文章以及考试技
巧等。此外，我想强调参加考试不仅
是提高成绩，还要为更好地适应研究
生阶段学习做准备。我们最终的目
的是希望学生取得成功。

中国考生数量推理部分平均分世界第一
——访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全球教育副总裁戴维·佩恩

本报记者 黄金鲁克

留学视线

3月初，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ETS） 发布最新一期《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GRE） 全球考生概览》年度报告。报告基于全球考生大数
据，提供了权威考试现状与趋势分析。为此，本报记者就报告内容专访了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全球教育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戴维·佩恩

（David Payne），以为中国学生备考提供指导。 ——编者

本报讯 （李英涛） 近日来,全国两会正在全国
人民的关注下顺利召开，来华留学生也对此给予了
极大的关注。图为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2017 级中
国政府奖学金学生自发组织观看两会直播，据悉，
他们大多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 供图

来华留学生关注两会

留学指导

图说新闻

独家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