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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留学·

2010 年 ， 经 过 慎 重 考 虑 和 论
证，我们家决定送 14 岁的女儿远赴
美国就读寄宿高中。女儿留学期间，
结合耳闻目睹的留学生出国后面临的
挑战和家长关心的问题，我走访过一
些中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参赞，对于如
何取得更好的留学效果等，有比较全
面和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身心健康是保障

从女儿幼年起就形成的亲子沟通
和关系模式，对她一路求学和成长过
程的久远影响和巨大支持，让女儿一
直深深感念，也让我享受着时空相
隔却心意相通的亲密母女关系。

然而，在许多留学服务机构为留
学家庭举办的离境行前准备会上，却
经常能看到不少家长忧心忡忡，担心
离孩子越来越远，不只面临家庭空巢，
还要面对孩子的不理解，甚至留学失
败等风险。从那些留学失败的案例中
看出，孩子出国前像考试、申请论文之
类的“硬件”准备往往是充分的，一般
欠缺的是出国生存能力和学术能力。

当然，日益增多的留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也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由
于家长与孩子相隔遥远，如果有良好
的亲子关系，便能及时了解孩子的变
化，特别是精神、心理变化。否则，
很难及时掌握。有的家长，在得知孩
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后，不愿意面对这
样的现实，并采取拒不承认、自欺欺
人的做法。

“我们时常会遇到美国大学找到
我们，请求我们帮助做通家长的工作
并一道面对现实的情况。”中国驻芝
加哥总领事馆原教育参赞陈维嘉表
示，家长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敏感和警
觉，而留学生一定要保持积极乐观的

心态，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
同时，留学生在外读书期间，一

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避免任何不该发
生的惨剧。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
购买和没有购买保险，结果差别较
大。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辖区内的
一所大学里，一名中国留学生患病，
校方非常重视，与总领事馆教育组多
次沟通后，最后校方委派了两位人员
护送学生回国，一位是护士，另一位
是学校的管理人员。他们的路费就全
部由保险公司承担。

积极主动以抢占先机

在时时刻刻都靠自己的异国他
乡，离开了父母的直接支持和学校的
组织安排，是积极主动，还是被动等
待，结果会有天壤之别。

在陈维嘉看来，这种积极主动
性，在从准备出国时就应该具有，包
括对留学目的国国情、教育体制、学
校教育特点尽可能充分了解。拿到了
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以后，还应该针对
学校的历史、传统、课程设置、专业
设置、教学要求甚至学生管理等有关
校规方面的内容，尽可能详尽地做些
了解。而要想了解到这些信息，还是
有很多渠道的。毕竟，国外大学的很
多信息非常公开，只要校方认为必须
让学生知道的信息，就一定会公开
的。当然，这主要是要靠学生自己，
从拿到录取通知书起，就要有主动设
法获取这些信息的意识，或通过学校
官方网站，或通过入学教育，也可以
通过认识的亲友。

我和女儿的经历，也让我们亲身
体会到了在国外开学前准备工作的千
头万绪，包括阅读书目、填写递交各种
入学信息、办理签证、开具银行证明、

申请签证、进行体检、预订机票、交付
学费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截止日期等
一系列事务。而这些在学校的官方网
站上都会详细公布，校方也会给家长
来信详细列明。如果家长不懂英文，
许多事情不但需要孩子主动了解和掌
握，还要做到提醒、督促家长配合完
成，否则，就会误事。

其实，主动获取信息的意识和能
力，不但作用于留学生的开学准备、
入学和今后的学习过程，而且会影响
孩子一生的发展成长。为此，从孩子
小时候起，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训练
孩子，养成自己的问题自己处理、自
己的事情自己负责的习惯。

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最好

在国外大学里，选择能力是学生
的必备能力。从课程到专业，从教授
到社团，都需要进行选择。

事实上，不仅是国外大学，就是国
外中学，在课程学习、社团活动等方面
也会有多种选择。以美国为例，女儿
进入美国高中一年级前，就要在近
300 门课中选择出自己喜欢或想学习
的必修和选修课程。而且，许多热门

课的选择要么有时间限制，要么会因早
早被“抢”完而无法选择。这就要求学
生非常清楚自己要选择什么课，并能尽
快做出选择，尽快注册。对于一直在国
内学习的孩子，如果平日缺乏这方面的
训练，选课会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很容
易令人焦虑的一件事。

为此，出国留学，一旦入学，就
要有意识地培养、训练自己的选择能
力。目前，大部分美国大学会为学生
配备学业指导老师，为此，留学期间
一定要多与学业指导老师交流，多向
他们求教，也要向国外同学学习如何
选择。

有选择能力，还要选择适当，中
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原教育参赞薛浣
白从另一个视角给出了建议。“选择
一个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是完成学
习任务的基本保证。所以，一定要量
力而行。”薛浣白列举了一些因选课
过多、没法应对，最后无奈抄袭的例
子，本来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因
此，为自己选取目标的难度应当是通
过挖掘潜力和积极努力可以实现的。
就像跳起来摘果子一样，要在自己可
以够到的距离内。”

别做吃亏的法规盲

“别做吃亏的法规盲。”这是陈维
嘉和薛浣白都一再强调的建议。

出国留学，要有尊重别人、尊重
隐私的意识。而且，那些在国内习以
为常的事情，在国外则会与“教养”

“尊重”联系起来。薛浣白表示，在
狭小的空间里，如在电梯里相遇，哪
怕彼此不认识，西方人通常都会相互
简单问候，在未经别人允许的情况下
不要拍照，在下班时间尽量不要随意
联系打搅等，这些都被看作一个人是
否有教养、有相互尊重的意识，继而
成为影响与人交往的大事。

更有些情况在国内看来算不了什
么，但在美国和加拿大，也许会引发
严重的法律后果。例如，多大的孩子
才被允许喝酒，在美国各州的规定不
尽相同。持有中国驾驶执照，能否在
美国开车，能使用多久，各州的规定
也不完全一样。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
了解清楚并严格遵守的。美国人习惯
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有时，哪怕
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也会通过上法庭
这样的法律渠道解决。

“咱们的留学生要有意识地了解留
学所在国，特别是具体所在地的法律法
规，包括校规。在发生问题后，不要害
怕，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而
不是还没有使用法律武器，就先因害怕
而放弃自己的权利。”薛浣白建议。

近年来，关于留学安全的各种报
道日渐增多。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工作
人员会经常提醒、建议留学生要有风
险意识，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就
在身边，包括交友不慎的危险，并能
合理防范，同时知道要用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有效应对。

“家庭条件再好，也一定不要在外
炫富。孩子的消费水准，应该尽量维
持在与其他孩子相近的消费标准，以
避免引起不法分子的关注。这样的实
例，我已有耳闻。”陈维嘉特别强调。

（作者系华尔街英语中国企业事
务总监）

如何更好地留学
肖堰

留学指导

英国大学录取出现新动向。近日，位
于英国伦敦的圣玛丽大学做出决定，为了
保持入学标准，该校将停止向未来的学生
提供无条件录取机会，因为实践表明，一些
无条件录取的学生并没有获得预期成绩。

近年来，大学无条件录取入学数量增
加的情况遭到批评。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
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这些录取通知不一
定发给成绩最好的申请人。英国工会组织
表示，无条件录取并没有达到鼓励年轻人
努力争取最好学业考试成绩的目的。英国
大学国务大臣萨姆·吉马表示，发出无条件
录取通知是让“游荡者占位子”，损害了大
学系统的声誉。这可能会分散学生完成最
后一年学业的注意力，并可能影响他们做
出不该做的决定。

“我们相信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即
撤回无条件录取。”圣玛丽大学副校长约
翰·布鲁尔表示，这一举措旨在保持圣玛丽
大学的入学标准。通过听取中学、教师、本
校员工和学生的意见，学校有证据相信自
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补充表示，事实
清楚地表明，一些申请该校的学生在得到
无条件录取通知后，并没有取得他们预期
的成绩，而收到有条件录取通知的学生更
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教育处 夏建辉）

法国巴黎文理大学
首次排名世界前50
最新发布的2019年《泰晤士报高等教

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显示，巴黎文理大学
位列第 41 名，一跃进入前 50 名，跻身欧洲
大陆大学的前 8 名，连续两年独占法国高
校排名榜的鳌头。在 2018 年的相关排名
中，巴黎文理大学以第72的排名成为法国
新上榜中排名最高的大学。

作为入围法国“卓越大学计划”的高校
共同体，巴黎文理大学由巴黎高等化学院、
巴黎高师、巴黎高等矿学院等高等精英院校
合并组成，拥有较强的教学、科研和人才培
养实力。经过合并产生的巴黎文理大学在
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教学和科研创新以及国
际化发展等方面均倾注了不懈努力，使其今
天能在世界高校排名榜中拥有好成绩。

巴黎文理大学校长阿兰·富克表示：
“最新排名结果强有力地证明了法国高等
教育和研究的重大改革取得积极成效。”

（中国旅法教育研究者协会 姜雅萃）

英国圣玛丽大学
不再提供无条件录取

留学资讯

今天，如何才能更好地留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
许多计划留学的中国家庭，因为其关系着留学成功与
否。为此，本版组织稿件介绍相关专家的经验和建议。

——编者

在国外大学里，选择能力是学生的必备能力。 视觉中国 供图

准确定位
找准自身坐标

国家教育部门明确提出，地方高
校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发挥支撑作用。民办高校作为改革开
放后的新型产物，更需要在专业设
置、科研工作中考虑区域因素，与该
地区的产业结构保持高度契合。

民办高校由于建校时间短、科研
队伍年轻，与公办高校相比，普遍存
在着设备短缺、队伍年轻等问题，这
也就要求民办高校科研工作不能照搬
一些科研实力较强的公办高校的发展
路径。

郑州科技学院作为一所以工科为
主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正视自己科
研工作不足的同时，也注重发挥自身
的长处，将科研工作与地方中小企业
发展结合起来，努力为地方企业发展
和转型升级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推
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副校长李利民介绍说：“我们学校
的科研工作，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准确定位，坚持有所为有
所不为，重点是面向基层的科技需求
开展工作，尤其是努力服务好中小企
业。在这方面，学校董事会、党政班
子的认识是一致的。”

近年来，郑州科技学院服务了 60
余家中小企业，类型涉及食品、机
械、电子信息、化工、新材料、新能

源、电子商务、软件开发等 10 多个行
业，分布在郑州、临颍县，尉氏县等
多个县市区。

突出特色
搭建科研平台

“为进一步做好科研工作，我们投
资兴建了实验中心、工程训练中心、
众创中心、产学研基地四大实践平台
和智能制造学院、全球供应链＆跨境
电商学院、泛 IT 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4 个应用技术学院。目前，学校拥有
各类实验室 170 个、实训车间 12 个、
开放性创新实验室 13 个，学校投资兴
建的这些实验平台和场地，为学校教
师做好科研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郑州科技学院董事长刘文魁说。

该校在搭建实验平台的基础上，
也积极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先后组建
了数控加工研究所、机器人研究所、
太阳能应用技术研究中心、物联网技
术与应用研究所、3D 打印技术研究所
等 19 个研究所 （中心），构建了一个
融先进技术研究、开发、推广于一体
的合作创新基地。

“我们学校的 3D 打印研究所，是
集彩色 3D 打印设备研制、黏土 3D 打
印设备研制、扫描仪开发及应用、3D
打印机控制系统研究、桌面级 3D 食品
打印机研究、打印耗材开发等多种研
发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所。学校
3D 打印研究所的教师主持了科技部门

项目 3 项，公开发表论文数 10 篇，获
国家专利 41 项、发明专利 4 项，在国
家级别比赛中获一等奖 20 多项。”该
校机械工程学院院长刘军介绍。

目前，该校两个实验室获批为应
用技术型市级重点实验室，一个研究
中心获批为高校工程技术中心。郑州
科技学院荣获“郑州市科技创新工作
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定向开发
深化校企合作

从零起步，筚路蓝缕。该校主动
和地方政府部门、中小企业联系，解
决企业的科研难题，并与政府 （企
业） 开展了多领域合作。

五轴数控机床是一种用于加工复
杂曲面的机床，这种机床系统科技含
量高、精密度高，对精密器械、数控
加工设备等行业的影响巨大。

郑州科技学院的数控加工研究所
围绕五轴机床的常见难点问题，有针
对性地进行研究，取得巨大的成绩。
该研究所与山东展创数控公司、南阳
玉雕公司等开展了深度合作，帮助企
业排查、解决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如机床材料、结构的使用和处理等，
尤其是 CAM 工具软件的应用，有效解
决了中小企业的技术问题。此外，还
在系统软件等方面对企业员工进行培
训，有力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像 这 样 定 向 开 发 的 项 目 不 止 一
个。“河南临颍一个印刷厂使用的全自
动生产线，启动控制器总是因为水汽
或潮湿造成短路，启动控制器又需要
从深圳购买，这不仅增加了生产成
本，也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我们学校
了解到这一问题后，经过研究、调
试，最后在机器上帮助他们加装了一
个控制装置，采用风干的办法解决了
该问题。技术问题的解决，不仅增加
了印刷品的亮度，还提高了企业的生
产效率。”该校校企产学研合作办公室

主任齐仁龙介绍说。
除此之外，该校针对企业需要，

开发了基于物联网多源信息融合监测
的煅烧工业更佳效能控制系统、星斗
商务网联管理及智能交易终端控制系
统、装配式节能基站、嵌入式 Linux
的智能分布式防窃电管理系统等多项
研究项目。

目前，该校定向研发的横向课题
立项、结项数逐年攀升。3 年来，学
校与地方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签订
横向项目 19 项，获经费支持 600 多万
元，企业、政府部门咨询服务经费和
技术转让服务经费近百万元。相关
政府部门也给予了技术转移资助经
费支持。

立足市场
开展应用研究

近年来，郑州科技学院紧紧围绕
中原经济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等
国家战略和企业的转型发展需要，积
极引导和支持师生的科研创新活动，
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和企业技术创
新。在科研立项时，紧贴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求，强调成果的实用性、
适用性、先进性，注重成果产出后的
转化可行性。

2016 年，该校立项的 235 项科研
项目中，其中直接研究河南省和郑州
市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就达 133 项。
有的是围绕社会热点开展研究，如

“河南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融
资创新问题研究”“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背景下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
究”“郑州市地铁安全自动监测系统平
台研究”等项目；有的是面向中小企
业技术需要的研究，如“星斗商务网
联管理及智能交易终端控制系统的研
究开发”“煎炸食物油质量与安全快速
鉴别试剂管的研发”“一种烩面拉长装
置”“双摇头式五轴联动数控机床的研
制”等项目；有的是围绕河南重点产

业发展开展的研究，如“基于无线传
感器网络的粮仓害虫图像监测系统”

“便携式小麦品质快速检测仪的研究”
等项目。

“这些应用研究既服务了社会，又
锻炼了一支有研发能力的队伍，为学
校以后开展产学研融合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学校科研处处长杨绪华说。

加强交流
推动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的重要
目标。该校在积极申报承担高层次科
研项目的同时，也注重在科技成果转
化上下功夫，扎实推动对外科技合作
与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努力以高水
平的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区域产业转
型升级。

2015 年，该校设计制造了 AC 拖
拉机电器实训台和联合收割机电器实
训台。该实训台主要用于员工在掌握
机器电路原理、故障分析与排除等方
面的教育与培训，具备直观、操作灵
活、用途多样的特点。河南瑞创通用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现中联重科） 了
解到这一消息后，主动与该校成果转
化办公室联系，并将这一科研成果转
化。目前，已成功转化的两批设备，
在企业的职工技术培训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受到了企业领导、员工的一致
好评。

此外，该校与河南地方产业聚集
区的骨干企业结合，成功把“LED 路
灯亮化节能控制器”转化为产品，该
控制器是自动调整照明的节能控制装
置，有效解决了由于天气、四季昼夜
时间长短等原因而调节电路系统的麻
烦。目前，该产品已经批量生产并投
入使用，该项目获批“河南省省级产
学研合作试点项目”。

近年来，东方食品机械集团、郑
州路宏铁路器材有限公司、河南省星
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越来越多的中

小企业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技术支持与
合作。如今，该校与省内多家企业建
立了合作关系，申报并获批省市级产
学研合作项目 12 项，签订技术服务合
同 294 万元。

由于产学研合作成绩突出，2016
年，郑州科技学院获“中国产学研合
作促进奖”，获批河南省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2017 年，114 产学研协同创新
服务平台数据统计显示，郑州科技学
院出现在中国好大学排名的“中国高
校社会服务排名”名单中。

精准服务
破解发展难题

除 了 定 向 开 发 、 科 研 成 果 转 化
外，该校校企产学研合作办公室还积
极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咨询。

在服务过程中，该校的专家组针
对企业在转型升级中面临的技术、人
才、管理、企业规划，科技型中小企
业申报、专利申请及保护、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等企业密切关心的问题，积
极建言献策，不断帮助企业创新管理
方式，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同时，还围绕企业提出的具体需求，
在增品种、提品质、塑品牌、优技
术、强管理、拓市场、建机制等多方
面、多角度开展服务。

该校还积极帮助企业整合科技创
新资源，促使增加科技投入和科研成
果产出，协助企业开展产学研结合，
建立创新基地，并将优势成果积极申
报知识产权。该校与漯河市临颍县科
学技术部门签订了“企业技术咨询指
导 服 务 协 议 ”， 指 导 辖 区 企 业 20 余
家；与漯河市郾城区政府部门签订

“企业自主创新服务协议”，直接指导
服务辖区企业 20 余家。

目前，该校技术转移孵化中心获
批“郑州市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河南
省技术转移服务示范机构”。

（马家生 齐仁龙）

郑州科技学院

发挥优势 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能力

科学研究是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郑州科技学院
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民办高校，立足于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实际，将学校的科研工作与行业企业需求结
合起来，积极发挥高校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努力为地
方中小企业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