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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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是阿联酋人口最多的城
市，也是继阿布扎比之后的第二大城
市。迪拜将自身明确定位为建设成中
东地区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中心，且日
益成为重要的区域研究目标。

如今，迪拜 90%的人口来自其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大约 2/3
的人口地处距迪拜的“八小时飞行
区”内，而且迪拜因其出色的交通与
通信基础设施而得到广泛认可。阿联
酋作为“海湾地区最自由的国家之
一”，同时也是最安全的阿拉伯国家，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杂志近年来还
将其列为世界上开启职业生涯国家的
最佳选择之一。

正如去年的报道所言，阿联酋基
础教育 （K-12） 阶段英文国际学校的
学生人数全球领先。近日，国际学校
咨询机构 （ISC） 的研究显示，阿联
酋境内共有逾 550 所基础教育阶段的
英文国际学校，其中近一半位于迪
拜。阿联酋的英文国际学校共有约 55
万名 3 至 18 岁的适龄学生——学生人
数远高于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迪拜知识与人类发展局 （KH-
DA） 的一份最新报告更详细地介绍
了迪拜基础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报
告显示，迪拜共有 185 所私立学校，
学生人数约为 27.4 万。截至 2016 至
2017学年，迪拜的私立学校部门已接
近饱和，目前已达到约 90%的利用
率，同时，每年私立学校的学费总额
达68亿迪拉姆，约等于18.5亿美元。

在迪拜私立学校的学生中，只有
大约 12%的学生是土生土长的阿联酋
人。相比之下，印度籍的学生是迪拜
学校中比例最大的群体，约占总学生
人数的 1/3，其次是巴基斯坦、埃及
和英国籍学生。根据 2016 至 2017 学
年的学生人数统计，按照数量由高到
低的顺序，依次为印度籍学生 93013
名、阿联酋本土学生 32103 名、巴基
斯坦籍学生 22754 名、埃及籍学生
14172名、英国籍学生13149名。

总体而言，在过去10年中，迪拜
的私立学校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入学
学生的总体数量也同步增长了 89%。

据迪拜知识与人类发展局预测，未来
10 年迪拜还将开办 120 所新的私立学
校，届时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将达到
47万。

在迪拜学校中，非阿联酋籍学生
人数的迅速增长意味着迪拜作为第三
国国民 （TC） 计划到国外继续深造的
生源地，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
而，迪拜也在通过扩大国内高等教育
机构规模和鼓励外国高等教育机构开
办分校等途径，积极提升自身的高等
教育能力。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印度、奥地利和俄罗斯等12个高
等教育输出国的大学目前在迪拜教育
自由区 （free zones） 开办了分校。

包括国际分校 （IBCs） 和本土高
等教育机构在内，目前迪拜共有62家
高等教育机构。2016年，这些机构共
有学生 60300 名，其中外籍学生有
33600名。

2003 年，随着迪拜第一个教育自
由区的建成，其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迅
速增长。同时，在过去10年中为了实
现更快速的入学率增长，迪拜知识与
人类发展局和迪拜大学质量保证国际
委员会 （UQAIB） 分别于 2007 年和
2008年成立，为各酋长国的高等教育
提供更为有力的监督和质量保证。目
前，迪拜 62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
39 所位于自由区内，其中包括 24 个
国际分校。

随着大学的大幅扩招，自 2008 年
以来迪拜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增长了近
65%，整个阿联酋地区的外籍学生人数
增长更为迅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报告，阿联酋的外籍学生人数仅在5年
内就增长了 51%，从 2011 年的 4.86 万
增长到了2015年的近7.4万。

迪拜知识与人类发展局高等教育
主任沃伦·福克斯博士于最近在迪拜
举 办 的 国 际 与 私 立 学 校 教 育 论 坛

（IPSEF） 上表示：“迪拜向全世界证
明，它可以成为全球领先的商业中
心，并利用这一成功之处吸引国际学
生前来阿联酋的高等教育机构深造学
习。世界级商业与贸易中心的声誉是
迪拜吸引国际学生的首要因素之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
比较教育研究院）

迪拜 日益繁荣的区域教育中心
王世赟 编译

本报讯 （记者 黄金鲁克） 近
日，由教育部和科技部共同主办的第
十三届“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大赛 （以下简称“春晖杯”大
赛） 启动仪式在北京中关村国际创客
中心举行。

今年，“春晖杯”大赛加强了海外
分赛区模式的推广力度，并新增了澳
大利亚悉尼分赛区、日本分赛区和新
加坡分赛区等 3 个分赛区。大赛要求
报名参赛者为目前在外学习或工作

（有海外学习经历） 的中国留学人员，
需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且拥有回国创
新创业项目。每位参赛留学人员限报

一个项目。海外分赛区的相关工作，
在相关驻外使 （领） 馆教育处 （组）
的指导下进行，具体要求可登录驻外
使 （领） 馆教育处 （组） 网站查询。

据悉，“春晖杯”大赛由教育部和
科技部主办，旨在为留学人员回国创新
创业搭建平台，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截至目前，“春
晖杯”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12届，共汇
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留学人员创
新创业项目 3344 个，遴选优秀项目
2241 个，有 435 名留学人员通过大赛
顺利走上回国创新创业的道路，其中有
21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第十三届“春晖杯”大赛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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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在努力成为全球领先的商业中心，并利用这一优势吸引国际
学生前来深造学习——

美国夏威夷

打造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本报记者 施剑松

位于太平洋十字路口的美
国夏威夷素以极为重要的战略
重镇和风光宜人的休闲之地闻
名世界。现在，现任州长大
卫·伊格 （David Ige） 希
望给夏威夷打上第三个世界级
标签——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大卫·伊格是夏威夷历史

上第三位亚裔州长，他和夫人
都曾接受夏威夷的公共教育。
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
表示，“在夏威夷，居民是多
元化的，社会是由很多移民家
庭组成，我们鼓励每个人带来
自己的文化，同时共同分享文
化”。

“打造‘全世界最好的教室’，
不仅基于现实增长的国际留学需
求，更重要的是让夏威夷找到了一
个谋划地区发展的全新视角。”夏
威夷州教育服务中国办公室专员吴
正晖说。

美国夏威夷州商务经济和旅游
发展部 （DBEDT） 的数据显示，
目前，每年有超过 1 万名国际学生
入学遍布夏威夷各地、各级别的学
校。虽然相比夏威夷每年迎来的近
千万游客，1 万名国际学生在数量
上还差着三个数量级，但国际学生
的到来让夏威夷看到了丰富地区经
济形态的新契机。

据统计，2016 和 2017 年，每
个国际学生在夏威夷的平均花费约
为 2.4 万美元。国际学生为夏威夷
每年带来了超过 4.84 亿美元的收
益 ， 带 来 直 接 和 间 接 工 作 岗 位
5093 个，产生的州税达 3200 万美
元——国际学生已成为夏威夷新兴

的经济引擎。
当然，教育无疑是当前世界各

国极力竞争的领域，夏威夷希望加
入这一竞争，并迅速提高夏威夷教
育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

目前，夏威夷拥有完备的公立
教育体系。此外，从幼儿园至 12
年级 （大学预科） 的私立学校，遍
布夏威夷主要岛屿。

在高等教育阶段，相当多的
国际学生选择到夏威夷学习旅游
业、酒店及饮食业管理课程。事
实上，由于夏威夷地处东西交会
点，夏威夷大学的亚洲—太平洋
研究、太平洋—岛屿研究、亚洲
—太平洋语言、亚洲戏剧等在全
美均处于领先地位，举世闻名的
美国东西方中心也位于夏威夷大
学校园内。

在优势专业之外，近年来，夏
威夷致力于提高教育体系的灵活
性，以给国际学生更多选择。

谋划区域发展的全新视角

作为夏威夷州唯一的公共高等
教育系统，夏威夷大学在全州 70
多个地点设立了 10 所分校，提供
专科、本科、硕士、博士、职业层
次的证书和学位，学生可以在一个
分校开始学习，然后在另一个分校
继续深造完成学位。学校也提供多
种短期课程。

记者从夏威夷大学主校区马诺
阿分校了解到，目前学校推出一
个 3+2 的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
学生在本科最后一学年之前完成
除了本科毕业论文以外的所有本
科专业核心课程，在本科最后一
年内转到马诺阿分校开始该项目
的硕士学位学习，并同时完成本
科毕业论文。这就意味着，学生
可以在 5 年时间完成一个中国本
科学位和一个美国硕士学位。在
项目期间，学校会提供每年 4000
美元的奖学金，为期两年。

在人们以往的认知里，社区学
院似乎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但在夏威夷，几所社区学院以特色
专业和学院转大学的灵活制度吸引
了国际学生的关注。卡皮欧兰尼社
区学院——一所两年制的教育机
构，提供包括食品服务、招待教
育、商业教育和文科等方面超过
22 个领域的专科学位和证书。在

里 沃 德 社 区 学 院 （Leeward
Community College）， 学 生 完
成一个两年制艺术专科学位或自然
科学专科学位后，将获得被夏威夷
大学马诺阿分校的艺术本科或理科
本科学位课程录取的资格。

位于主岛檀香山的伊奥拉尼学
校 （Iolani School） 以“培育少
年孙中山的学校”为中国人所熟
悉。现在走入这所学校，还可看到
一尊罕见的少年孙中山铜像——手
捧课本的中国少年仿佛正在校园里
轻快步行。雕像面向东北，那是中
国的方向。

住宿生入学主任金·诺谷依
（Kim Nguyen） 说，伊奥拉尼
学校要求学生在学术方面成绩优
异，小班制、通力合作是其教育
理念。学校 4 万平方英尺的教学
设施致力于着重发展学生对科学
技术的热爱，比如鼓励学生学习
电脑编程，并推崇设计创新与沟
通能力的培养。目前，伊奥拉尼
学校开设了超过 25 门选修课，这
些课程让学生体验以自主项目为
中心的学习方式。此外，学校还
有 32 组表演团体，每年全校有近
一半学生参与举办 160 场表演，
包括管弦乐队、舞台乐队、视觉
艺术等。

灵活教育体系吸引留学生
夏威夷位于太平洋的中部，独特的

自然地理环境是它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
独特优势。在夏威夷提升教育竞争力的
努力中，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获得再次
资源化的契机。

夏威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野生
生物保护区、世界上最多数量的濒危植
物、死火山和活火山、山峰、海洋和生
态系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让
夏威夷充满科研和探索的机遇。人们可
以在休眠的哈雷阿卡拉(Haleakala)火山
高达3000米的山顶观看星系，在霍洛鲁
阿(Honolua)湾研究珊瑚礁生态系统，
研究座头鲸的社会组织和通信系统，探
索新方式获得太阳能、风能和水能以减
少使用化学燃料。

当然，这不仅对于大学生来说是极
其优质的专业环境，对于发展兴趣、认
识世界的中小学生来说同样珍贵。

这是一间“天然的实验室”，茂宜岛
预备中学 （Maui Preparatory Acad-
emy） 教导主任安德鲁·瑞奥丹说：“在
茂宜岛预备中学，学生可以参与原住民
造林项目，为濒临灭绝的海鸟提供人工
筑巢，参与关于替代能源、清洁能源的
可持续发展专题探讨和项目操作。”

在茂宜岛预备中学 204 名学生里，
目前只有两名中国学生。学校小班教
学，师生比例达 1∶8。安德鲁·瑞奥
丹表示，依托独特的自然环境，学校开设
的课程具有鲜明的夏威夷特色。学生课
外活动有原住民戏剧、舞蹈；体育运动囊
括越野、独木舟、网球、田径、冲浪；环境科
学课程则更有特色，学生可以从事绿海

龟、礁鲨和夏威夷飞旋海豚的研究，这些
都能帮助中学生们去开阔眼界、历练能
力。学校的两名中国学生之一林（Lim）
来自广东，如今已经是学校的小明星，无
论是对同学、老师还是第一天认识的记者
们，小伙子侃侃而谈，毫不怯场。

位于太平洋交通要道上的夏威夷是
东西方交会之处，种族非常多元。据
2010 年美国人口统计，夏威夷有 38.6%
的人口是亚裔美国人，比例居美国第
一，白人比例为24.7%，为全美最低。

由于种族多元，夏威夷有着与众不
同的文化氛围，包容而和谐使得阿罗哈
精神 （Aloha spirit） 声名远扬。最新
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一点，在全美50个
州中，夏威夷的犯罪率最低。夏威夷大
学马诺阿分校中国办公室的贾琼博士
说，中国家长送孩子来夏威夷上学的
选择更加理性，安全成为他们首要考
虑的因素，学校排名在所有考虑因素
中只排名第六。不少低龄学生家长把
孩子送到夏威夷学习生活，以便为他
们将来进入美国各州大学继续深造奠
定基础。

当其他地区以经济发展为先的情况
下，夏威夷缘何如此看重公共教育？大
卫·伊格说：“公共教育是社会富足的基
础，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公共教育系统，
但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变革，吸纳更多
交换学生、国际学生。”“思想的交流和
机会的分享是很重要的，学生们欣赏彼
此的文化，一起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不同角度思考会让世界更美好。”州长
夫人、一位资深教师在一旁笑着说。

资源教育化与文化生产力

国际学生为夏威夷每年带来了超过国际学生为夏威夷每年带来了超过44..8484亿美元的收益亿美元的收益。。 CFPCFP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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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真心为学生付出产生
了“温度”

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无论是学
业导师、生活导师、班导师还是兴趣
导师，均用心指导学生，关心学生，
真心为学生付出。

肖永明老师作为院长，行政事务

非常繁重，但每两周一次的师门读书
会他基本都会参加。在师门读书会
上，他指导学生阅读专业书籍，与学
生相互切磋。为引导一些“读书种
子”走向学术之路，他经常与他们交
谈，指引他们发现自己的特长和真正
的兴趣，找准自己的方向，扬长避短。

于振波老师是一位低调扎实、作
风正派的学者。他要求严格，指导学

生特别用心。学生交上来的毕业论
文，他都会认真地加以审阅，密密麻
麻地在上面写满批注。

石荣传老师指导有志于读研的本
科生制定考研计划，选择相关学校，
并在成绩出来后为学生分析情况，联
系学校，询问相关信息。今年她指导
的 4 名本科生都如愿考取了研究生。

罗凤华博士是书院第一届本科生
的生活导师。她与入学新生一起练习
书法、登山观景、郊游聚餐，和他们
打成一片；她引导他们找到兴趣，明
确目标；她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学习，
和他们一起搜集学习资料，应邀主
讲、旁听本科生自办的论坛。在她的
辛勤努力下，新生慢慢学会独立，开
始“自觉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

这样的导师还可以列出一长串的
名字。虽然每一位导师的理念并不尽

相同，指导方式各异，但他们的用
心、真心和关心，使得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的本科生导师制变得如此有“温
度”。

密切的师生关系提升了
“温度”

淡漠的师生关系是高校的一种普
遍现象，本科生与教师的关系尤为疏
离。而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师生关
系却非常密切。

这种密切的师生关系，首先应归
功于一系列“冷冰冰”的制度。为增
加师生相处时间，岳麓书院先后出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暂行
规定》《岳麓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暂
行规定》《本科生生活导师岗位职责及
考核办法》《本科生班导师制实施细

则》 等，从制度层面明确规定师生交
流的次数、时间及方式。

按照上述规定，大学四年里，本
科生每两周见一次学业导师，每次见
面的时间在一小时左右。有的师门有读
书会，一般为半天，学业导师全程或不
定期参加；师门也会不定期举办一些聚
会活动。此外，随着 QQ 和微信的推
广，学生与导师线上的交流也很频繁。
据统计，大部分学生与学业导师交流的
时间每年不会少于200个小时，这样的
交流频率，远超原来的预期。

交流多了，师生之间感情就升温
了。“平日只要我们碰到邓洪波老师，
都会到他那儿坐坐，哪怕是三五分
钟。”这是学生的真实感受。

在岳麓书院，生活导师是大一新
生的“标配”，主要由品学兼优的博士
和高年级硕士担任。“相比学业导师，

生活导师和本科生年龄相仿、志趣相
投，交流起来更加没有隔阂。”他们解
答本科生初入大学时的困惑，分享自
己成功或失败的人生经验，带着他们
一起行走城市间，一起听讲座、一起
讨论、一起参加读书会、一起登山临
水。大部分学生评价他们“如朋友一
般”“是良师益友”。

还有班导师、兴趣导师，他们与
本科生一起参加活动，一起到郊外远
足⋯⋯

有了老师的真心，有了融洽的师
生关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本科生
导师制能不显示出其“温度”来吗？
也正是因为这一制度彰显出的“温
度”，我们才能看到那一幕幕令人感动
的场景。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杨代春
陈虹帆）

制度何以有“温度”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侧记

2009 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始招收首届历史学本科生。同年，酝
酿已久的本科生导师制正式付诸实施。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湖南大
学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发展为包括学业导师、生活导师、班导师、兴趣
导师在内的“四维一体”的导师制体系。近十年来，学生对学院和学校的
认同感增强，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升；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形成了密切互
动的关系；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得到明显提高。能有
如此成效，其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一制度所特有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