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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留学·

《2018 中国留学白皮书》（以下
简称“白皮书”）中的调研数据来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与北京华通明
略 信 息 咨 询 有 限 公 司（Kantar
Millward Brown）共同开展且覆
盖国内外的新东方自媒体线上调
研以及盖全国 40 个城市的线下调
研，共回收有效样本近5000份。通
过数据分析与对比，力求多维度、全
方位展现中国留学群体现状，为广
大学生及家长提供科学有效的留学
参考。

中国学生留学更加理性

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我
国2017年出国留学总人数突破60万
大关，相比上一年增长 11.74%。今
年白皮书的调研结果显示，留学意向
人群整体变化趋稳，但诸多细节也
体现出他们在选择时更加理性。

调研显示，留学意向人群仍然
集中在本科及以上，约占比 60%，
各阶段留学意向人群趋势平稳。但
与往年相比，计划出国就读硕士的
人群从 2016 年的 57%增长到今年
的 68%，占比持续上升，报告认为
留学意向人群有可能希望通过就读
更高学历来缓冲就业压力。

就留学目的地国家来看，美国
仍然是学生们最青睐的国家，近半
数学生倾向于选择美国，但占比呈
下降趋势。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紧随其后，整体国家分布格局稳
定。值得注意的是，倾向选择德国、
法国、日本、新加坡等欧洲、亚洲国
家的比例有所提升。欧亚很多国家
及地区具备高质量的教学水平及较
为低廉的留学成本，吸引了很多普
通家庭或喜欢该地区文化的学生。

在留学动机方面，与去年相比，
留学意向人群更加重视内在自我提
升的驱动，主要体现在期望通过留
学来拓展国际视野、丰富人生经
历。与此同时，较为功利化的留学
因素均呈下降趋势，从侧面说明留学
更趋于理性化。此外，在选择学校和
专业的考虑上，虽然兴趣、合适等感
性因素仍是主要关注点，但他们对
于师资力量、升学就业、录取率、课
程难易程度的关注度在上升。

内在能力提升是留学最大价值

统计显示，2017 年留学回国人
员 总 数 为 48.09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11.19%。从 2011 年至 2016 年，海
归求职人数增长 232%。在留学回
国人数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留学价
值是否有所降低？白皮书显示，留
学期间，个人能力的提升是整个留
学价值的直接体现之一，半数以上
留学生认为自己的能力提升主要表
现为语言能力、独立自主能力及环
境适应能力的提升。此外、厨艺、社
交能力和学习能力也是留学生的主
要收获。

面对留学期间可能产生的问
题，家长与学生的关注点也略有差
异，家长的顾虑主要集中在安全问
题、孩子的自控能力以及健康方面，
而留学生实际反馈的主要问题则主

要来自语言能力、文化差异以及饮
食不适应等方面。报告建议，留学
作为一项家庭重要决策，家长应该
多从学生感受出发进行准备和筹
划。

相比于国内毕业生，留学意向
人群对创业态度更加开放。数据显
示，留学前，这部分群体对创业态度
相对保守，仅 9%的学生有创业想
法。在出国后，其知识得到丰富，眼
界更加开阔，对创业的态度也更加
开放，接近半数留学毕业生萌生自
主创业想法。

同时，留学生的自我感知与用
人单位的评价有较大差异。海归的
学习能力、独立自主和语言能力是
留学生和用人单位普遍认可的优
势，但创新能力和专业技能是被用
人单位认可而留学生自己不知道
的。留学生自认为社交能力、表现
力和创新能力是自身劣势，而用人
单位却普遍认为留学生的务实性、
稳定性、包容能力和自制力不足。

海归“学非所用”现象加重

海归的就业表现也是此次调研
关心的重点问题。调查发现，半数
被访者认为自己“所学知识与实际
应用脱节，缺乏实践经验”成为求职
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此外，“不了解
国内的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也是
海归的一项主要劣势。这说明被调
查者在海外读书的过程中与国内信
息脱节依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
题。

此次调查还发现，海归“学非所
用”的现象加重，有 14%的人认为
工作内容与所学专业非常匹配，
39%的人认为匹配度一般，20%认
为完全不匹配。与去年的调查相
比，认为完全不匹配的占比较上一
年的 7.4%有了明显涨幅。同时，调
查发现七成海归对自己没有明确的
职业发展规划，比去年增加了一成
左右。这说明，海归在自我定位、职
业规划、求职方向等方面的问题在
加深。

白皮书建议，职业规划应从选
专业开始。热门专业扎堆学习的情
况目前依旧存在，从而导致相关行
业、岗位出现供大于求的状态。报
告建议，留学生应该重视实习经历，
在读期间应积极开展职业社交，寻
找实习机会，尽可能将这些隐形优
势显化。在找实习工作时，需重视
经历本身与求职目标的匹配性，学
会将经历转化为经验，把零散的经
历“翻译”成用人单位可读懂的职业
素养。

白皮书特别提示，有志于回国
的留学生不仅要熟悉其具体工作领
域的环境，而且需要了解中国的商
业环境。在回国前先开展调研，回
国后尽快熟悉国内环境，了解自己
的能力水平和定位是否适合中国的
招聘市场。人脉不发达是海归回国
就业时遇到的普遍问题，白皮书建
议海归要积极参加不同的社团、校
友会、同学会或者海归访问团等，拓
展就业与发展网络。

2018中国留学现状观察
本报记者 焦以璇

俄罗斯高等教育拥有自身独特的学
术传统、悠久的文化优势及尊师重教的
风尚。其有重视基础学科的优良传统，
强调“重视基础学科，不仅能保证在本专
业领域的成功，还能为高技术领域的研
究提供良好的基础”。为此，俄罗斯的数
学、物理、化学、地质及工程学科领域世
界领先，建构了较强的学科流派。目前，
俄罗斯受欢迎的传统优势学科有工程教
育、自然科学领域、数学、俄语语言文学
等。特别是，俄罗斯部分医学领域在世
界享有盛誉，音乐艺术、剧院及电影也对
国际学生具有吸引力，每年有全世界
168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万人到俄罗斯
学习。

每年赴俄中国学生达到
13600人左右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在俄罗斯学
习的中国公民共 2.8 万人，在中国学习
的俄罗斯公民有 1.6 万人。中俄政府互
换奖学金项目自 2014 年启动以来，双
方互派学生人数至今已达到7万人。其
中，正式学位注册的学生占 2 万人。
2016 年上半年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的
统计显示，中俄两国将致力于这一合作
的推动，预计2020年达到10万人。

作为俄罗斯的传统生源地大国，中
国是俄罗斯国际学生生源的重要保障，
每 年 赴 俄 中 国 学 生 达 到 13600 人 左
右，占在俄留学人员的最大份额。仅次
于中国的是印度学生每年约 5100 人、
越南学生每年约 4600 人、马来西亚学
生 每 年 约 2500 人 。 2014 至 2015 学
年，在俄罗斯高校学习的国际学生数量
比上年同期提高了 9.2%，达到 22.5 万
人。同时，国际学生占俄罗斯高校学生
总数份额已达到4.3%。

中国留学生集中在语言
及人文学科专业

近年来，中俄两国学生到对方国家
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在俄中国留学生
的质量和规模稳步提升。俄罗斯仍为中

国稳定的“学术流动”目的地国。
中国在俄学生的学历层次、地区分

布、院校、专业等情况，是了解在俄中
国学生基本情况的重要依据。目前，在
俄中国本科生及进修生分别为 6872
人、5072 人，硕士研究生 3368 人，副
博士研究生764人。可以看出，本科学
历及进修生占多数。同时，在俄中国留
学生的主要分布地区为莫斯科、圣彼得
堡、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伊尔
库茨克、阿穆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
新西伯利亚等地区。

在俄中国留学生的分布院校主要为
远东联邦大学 1344 人、圣彼得堡大学
1282 人、莫斯科大学 1091 人、圣彼得
堡理工大学 897 人、赫尔岑师大 793
人、太平洋国立大学697人和人民友谊
大学555人。其中，中国留学生在俄罗
斯前 100 强大学中的 84 所大学中均有
分布，在这些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共计
11782人，占总留学人数的58%。在俄
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分布上俄语及其他人
文学科人数较多，分别为 6249 人和
4702 人，而经济管理、法学和航空航
天等理工专业和法学专业的中国学生相
对较少。

可以看出，赴俄中国留学生的规模
在稳步增长的同时，专业结构不合理，

有待进一步优化。而且，中国留学生人
数集中在俄语语言学习及人文学科专
业，而理工及法律专业等俄罗斯的高水
平优势学科学生过少。同时，在俄中国
留学生地区分布不平衡，莫斯科及圣彼
得堡两大中心城市和远东的边境城市及
地区吸引了最多的中国留学生，而西伯
利亚、乌拉尔及南部地区相对人数较
少。此外，院校分布也不平衡，主要表
现为中国学生集中在综合性大学及人文
社会学科等高等院校。

俄罗斯非俄语专业强势
学科亟待挖掘

近年来，俄罗斯提高高等教育的吸引
力及竞争力并不断增加两国互派留学生的
份额，这为两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注入了
生机和活力，对中国学生而言也是一个利
好消息。分析在俄中国留学生现状，对未
来拓展中俄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及中国
学生留学俄罗斯有重要启示。

应继续拓宽官方及民间留学俄罗斯
的轨道。据俄罗斯教育机构的统计数
字，当前共有 200 所俄罗斯高校和 600
所中国高校存在校际合作，而私立大学
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
间，特别是科研院所的交流有待加强。

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圣彼得堡精密机
械与光学学院等的学科排名位于国际前
列，但中国留学生数量十分有限，而且
目前国内对这些学校的认识明显不足。

应挖掘我国非俄语专业学生留学俄
罗斯的可能性。当前中俄教育领域交流
与合作的主流仍是对方国家语言的学
习，特别是各大高校俄语专业学生利用
语言优势到俄罗斯学习的人数较多。为
此，中国学生对俄罗斯人文学科其他领
域的高水平、强势学科的价值有待进一
步提高认识，而且俄罗斯高校及科研院
所其他优势学科的价值亦有待进一步发
掘和认识。

两国应加强非边境及非主要城市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突破合作的地域限
制，以拓宽留学俄罗斯的渠道。目前，
边境地区及北京、上海、莫斯科及圣彼
得堡等主要城市比较活跃，其他地区的
合作交流推进缓慢。能够看出，境外开
设教育机构是俄罗斯教育服务出口的优
先方向，比如 2016 年 5 月在深圳奠基
的中俄联合大学项目。这一项目的实施
是中俄两国教育交流最高水平合作成果
的显现，将为后续的两国其他大学的合
作提供范例和经验。

应利用好俄罗斯中文学习热潮不断
升温的有利条件。中文即将在 2020 年
作为外语列入俄罗斯国家统一考试体
系，与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一
并作为俄罗斯中学毕业生的选考科目。
当前，俄罗斯汉语学习热潮不断增加，
据俄罗斯教科部的统计数字，俄罗斯登
记注册的学习汉语人数为 3.7 万人。为
此，应利用条件不断补充中俄文化传播
方面的语言人才。

应该说，随着中俄两国政治、经济
及人文领域交流的不断深入，与俄罗斯
这个国家有关的就业市场前景广阔。掌
握高端科技成果的人才是国家科技发展
的重要支撑，对俄研究人才是国家对外
战略的长期需要，特别是高水平的国家
交流人才对中俄两国之间大型活动的组
织以及群体形象的提升都十分关键。这
些人才的储备需要留学俄罗斯的背景，
而中俄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
及留学俄罗斯机会的增加，必将为留俄
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单位：长春师范大学外语学
院）

留学俄罗斯 为未来储备人才
戴慧

留学观察

中国留学群体呈现哪些特征？留学人群对留学价值有着
怎样的认知？留学生归国就业情况如何⋯⋯近日，新东方
《2018中国留学白皮书》在北京、西安、深圳等6个城市同步
发布，并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

留学指导

6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与俄罗斯这个国家有关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备受关注，需要更多的人
才。全面、客观分析在俄中国留学生现状及启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和中国学生留学俄罗斯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编者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实习
生 马雯） 日前，德国费森尤斯应用
技术大学与德国CDB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在北京举办媒体见面会，分享德国
高等教育以及“高中毕业生赴德本科
直通车”项目概况，并与北京洪堡学
校进行了“优质生源基地”合作签约
仪式。

目 前 ， 德 国 大 概 有 440 多 所 高
校，包含综合性、应用型、艺术类等
三种类型的公立和私立高校。对于选
择去德国留学的学生来说，可以陆续
攻读学士、硕士甚至是博士学位。德
国CDB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
哲楠表示，在德国，学生的成绩并不
是决定是否录取的唯一因素，学校还

会从学生的专业素质、跨文化沟通合
作能力、独立性和适应能力等角度综
合考虑是否录取。

本次“高中毕业生赴德本科直通
车”项目针对中国学生，学生可以在
高考后参加学校设置的素质测评的选
拔面试，通过面试之后到德国科隆进
行为期两个学期的预备课程的学习，
完成后通过入学资格的鉴定考试，就
可以选择感兴趣的专业进行为期三年
的本科学习。德国费森尤斯应用技术
大学代表艾蒂安表示，该项目可以让
中国学生在高考后立即参与进来。洪
堡国际教育集团校长杨威认为，签约
意味着为中国学生提供了通向德国优
秀经济类大学的绿色通道。

中国学生可高考后再申请德国高校

据美国大学注册与录取管理者协
会网站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目前正
试图撬开美国高校招生中一些受严密
保护的秘密。美国司法部希望美国联
邦法院允许其通过哈佛大学招生考核
种族背景一案，并向每年数万名申请
人公开哈佛大学招生内部信息。

目前，美国波士顿地方法院举行
了关于哈佛案的听证会。原告，即所
谓的公平招生的学生，指控哈佛大学
歧视亚裔美国人，并称预审阶段收集
的证据将证实他们的诉求。他们认为
哈佛大学的做法违反了公民权利法，
并期望在此案中寻求即决判决，通过
其收集的有关哈佛大学入学的信息进
行公开。然而，哈佛大学否认这一指

控，并设法阻止公开一些证据，称会
损害申请人隐私并破坏录取程序。哈
佛大学认为在其招生中，种族只是其
中一个因素，学校在寻求种族多样性
方面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

去年，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调查
哈佛大学在招生中考核种族背景的情
况。近日，美国司法部还开展了一项
与“提前录取”（ED） 有关的高校信
息共享实践调查。通过“提前录取”
这一录取方式的申请人入学率往往比
那 些 正 常 入 学 学 生 的 入 学 率 要 高 得
多。美国 《华盛顿邮报》 称，美国司
法部反垄断部门“已经开始调查大学
间关于提前录取达成的潜在协议”。

（张培菡）

美国司法部力求揭露美高校选择性招生问题

留学资讯

随着中俄两国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开展及留学俄罗斯机会的增加，必将为留俄人
才提供更大的个人发展空间。 CFP供图

“小小意林”渗透“大语文精神”

高考备考期，语文曾经被“小看”，许多
人以为，语文就是中文，朝夕相处的语境中，
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另外复习时间有限，语
文更加重视厚积累，“抱佛脚”也没什么用。

根 据 国 家 教 育 部 门 考 试 机 构 新 发 布 的
《2018 年高考语文题型示例》可知，改革后，“大
语文”时代已经来临，语文再也不能被小看。它
强调的是语文的综合素养，阅读能力、分析能力
和审美力的深层次考核，绝非一蹴而就。只有
平时的厚积薄发，才能在语文学科的学习中立
于不败之地。这样反而让语文的学习，变成一种
细水长流式的平日生活中。要求在大量的日常阅
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培养语文的综合能力。

《意林》 提倡“小而美”“精而深”的大文
化小故事式阅读，通过浓缩国学故事、现代智
慧精华，培养阅读者的“大语文素养”。《意
林》 文章篇幅短小，有效地利用了学生的“碎
片化时间”。正因为这两点，《意林》 已经成为
家长、教师和学生共同选择的一种“高中阶段
语文素养养成读物”。

从 2012 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为《坐在
路边鼓掌的人》，2013 年高考语文全国卷“同学

关系”作文题目，到 2017 年山东高考作文题“24
小时书店”，综观近年来各省市高考作文题，同
样体现着这种“小而美”“精而深”的特点。

中学生需要“小而美”的阅读

小，则是篇幅短小，美，即文章内容经
典、惊艳。在“小而美”的阅读中，我们领略
了中国古文大家的文学魅力和思想机锋；在

“小而美”的阅读中，我们感受到现代名家笔
尖随意流淌的韵味；在“小而美”的阅读中，
我们与文中的主人公情感共鸣，学会理智对待
人生坎坷波折，培养对事物的逻辑思维训练。
像 《坐在路边鼓掌的人》《同学关系》《深夜书
店》 这些文章 《意林》 杂志都曾在考前刊登
过，有的更是开专题专门讨论过。

“一则故事，改变一生”。《意林》 致力于

甄选经典短篇阅读，一则刊发的稿件，需经过
多重审核层层筛选，才得以从数万篇稿件中脱
颖而出，与读者见面。

故事短小精练而富有哲理，蕴含正能量价
值观。这样一本 《意林》 在手，能够细水长流
地提升中学生的语文素养，在不知不觉中，升
华文采飞扬的境界。

好看！高效！口碑造就“意林现象”

十年来，家长、考生关于“看意林，作文
好”的口碑效应不断发酵。强悍的数据、真实
的案例，在教育界、朋友圈一时传为美谈，大
家纷纷点赞。

广东省语文名师方学平评价 《意林》：“当
鲜活的素材以如此短小、精悍的方式出现时，
它已不只是在传播信息，更是在传递一种思维方

式和用材方法，它是好句、好段，更是好立意角
度。学生们一直将《意林》当作阅读最爱。”

河 南 阅 卷 名 师 、 高 考 名 师 豆 党 锋 说 ：
“ 《意林》 之作文素材融经典阅读与实战技法
为一体，‘内’‘外’兼修，故非一般教辅之

‘大杂烩’，实乃精品之‘黄金搭档’也。”
专栏作家、新浪网高考作文同题征文冠军

胡赛标老师则感慨：“我在乡镇中学教语文，
某天在校收发室看到几大摞学生订阅的 《意
林》 系列杂志，很惊讶!网络时代，手机阅读
恣肆，多少纸媒无人问津，而 《意林》 却在读
者的自由选择中逆势增长。有深度的时文、有
鲜 度 的 美 文 、 有 温 度 的 作 文 ， 融 成 ‘ 意 林
味’，难怪学生喜欢。”

意林体肩负“创造精神财富，传播励志信
念，培育优秀国人”的使命，从课外阅读、励
志教育两大领域着力，为青少年提供全面、丰
富、正向的精神食粮，助力中高考。

《意林》不再被“小看” 阅读要看“小而美”

意林体，随着 2018 年高考语文的
结束，再次成为新浪热搜词语。什么是
意林体？“意林体”，就是心灵鸡汤式的
励志小故事，故事短小精练而富有趣
味，蕴含正能量价值观。一则故事不超
过 500 字，阅读起来轻松愉快，让人有
顿悟感，对学习、生活具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