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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安高级中学校长玛丽亚与中国学生交流苏安高级中学校长玛丽亚与中国学生交流

2018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4 日，
由中国教育报刊社副总编辑陈志伟带
队，张国华、鲍效农、段风华、柴葳
等几位记者赴加拿大多伦多及美国迈
阿密、洛杉矶等地采访调研。

美国是教育资源大国，全球赴美留

学的人数逐年增加，2018年已连续第三
年超过 100 万，达 109.5 万。其中，中国
留学生连续9年位居榜首，达36万余人。

据加拿大最新研究显示，加拿大
国际学生数量约 50 万，其中 48%选择
安大略省。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人

数占加拿大国际学生总数的 28%，达
14 万。加拿大已成为继美国、英国和
中国之后拥有国际学生数量最多的国
家，超越澳大利亚和法国。

时间虽短，但采访调研团 （以下
简称“采访团”） 还是抓紧难得的机

会，访问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
南加州大学等当地各类学校，并与中
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教育组工作人员、
多伦多中国教授协会学者进行交流。
采访中，记者们也深入感受北美教育
和中国教育的互动与交流。

地球另一侧的中国印记

1978年12月26日，52位学者飞往美国。搭上航班的那一刻，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他们没有想
到此行会成为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

40年弹指一挥间，以邓小平同志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决策为起点，中国教育迈出了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从某
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扩大教育开放，同世界一流资源开展高
水平合作办学。新时代的教育对外开放更加自信，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2018年秋，中国教育报刊社赴海外采访调研团踏上了北美采访之旅。

采访团首站抵达位于加拿大多伦
多的苏安高级中学（以下简称“苏安高
中”）。“苏”是江苏省的简称，“安”则是
安大略省的简称。作为中国江苏省教
育厅的直属国际教育机构，苏安高中
2007 年创办，是经加拿大安大略省教
育部批准注册的全日制高级中学。学
校开设九至十二年级高中学分课程，向
毕业生颁发安大略省高中毕业证书

（OSSD），学校曾获得中国驻多伦多总
领馆颁发的“平安留学”奖。

葡萄牙裔的苏安高中校长玛丽亚·
佩雷拉是安大略省校长理事会成员，拥
有安大略省高中校长资格证书，从事教
育工作35年，曾任职于3所加拿大本土
公立高中，相继担任副校长、校长 10 多
年。她多次向采访团说明在校就读中
国学生的努力与优秀。让记者印象深
刻的是，玛丽亚校长几乎叫得上每一个
她遇到的中国学生的名字，还不时驻足
和学生们攀谈几句，亲切和蔼的校长也
很受学生们的喜爱。

玛丽亚校长由衷地感谢中国的老
师们，她说，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和中国
的教育者帮助这些学生打牢了他们的
教育基础，使他们能走得更远。她还要
感谢中国的家长们，为远渡重洋的孩子
们做好了各种准备，让他们可以快速适
应在海外的学习和生活。

苏安高中的教育理念是“全人关怀、
学业卓著、明理自立，培养世界公民”。
结合中国学生实际及加拿大教育的特
点，学校逐渐开创出一套独特有效的中
西合璧办学模式。除加拿大高中每日的
4个教学时段外，苏安高中增加了学生在
校的教学时间，特设第5教学时段，主要
针对国际学生的特殊需求，在学业辅导、
口语训练、雅思培训、导师指导、大学申
报、各类俱乐部活动等方面提供支持和
辅助。苏安高中是全加拿大唯一设置晚
自习的学校，晚自习制度有助于培养学
生主动学习和自觉学习的意识，养成按
时完成作业、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参与
小组讨论等良好学习习惯。

学校组织了3个团队来应对可能的
挑战。第一个团队是校长领导的教师团
队，与学生们保持每日的密切接触，除了
课堂，课后还提供各种各样的学习实验
室，为有需求的学生答疑解惑。第二个
团队是生活教师团队，对学生们的生活
负责。第三个团队是学业指导教师团
队，仿照中国学校的班主任制度，在实行
学分制、没有班级概念的加拿大高中体
系中，引入学业指导教师角色，纳入学校
管理系统。每位学业指导教师联系 30
名左右的学生，从学生们进入加拿大的
第一天起，接站、选课、大学申报、与家长
沟通等工作，都由学业指导教师承担。
此外，由学生自主选举成立的学生会、学
术委员会，也在学生管理、学生领导力培
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样的管理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
有，而是学校经过较长时间的调试、摸索
后形成的。苏安高中的杨晓波副校长
说：“刚开始创办学校的时候，我们也提
倡给学生原汁原味的加拿大本土教育，

课程设计及教学管理都是按照加拿大的
做法来安排的。但实际运行中我们发
现，对于来自中国的学生来说，他们还需
要多方面的引导才能尽快适应加拿大的
学习和生活。特别是这个年纪的学生，
远离父母，在异国他乡，不管是学习还是
生活都要经历很多考验，包括心理健康，
因此需要学校做更多的工作。”

在中西合璧的管理方式下，来自中
国的学生很快就适应了留学生活。十一
年级的马宇婷是苏安高中学生会的副主
席，她曾随母亲在德国、日本生活，体验
过不同的教学模式。无论是只说德语的
德国学校，还是可以讲英文的日本教会
国际学校，文化的隔阂感始终难以消除。
来到苏安高中后，同学们都来自中国，大
家一起上课，一起生活，文化价值观念相
同，生活方式相近，让她很受益。性格也
开朗了很多，不像以前那么害羞内向。

记者问学生们：“在加拿大的文化
熏陶下，你们会不会离中国文化越来越
远？”学生们表示：“在这里，感觉离中国
文化更近了，因为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
们汇集一处，大家的交流更广泛了，对
中国的了解更多了。”

中式学校
加拿大苏安高级中学中西合璧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罗德岱堡，一
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大西洋中医学
院演绎着华人创办中医学校的奋斗
史。从1994年创办之初校园占地仅42
平方米、仅有 10 名学生，发展到今天占
地 1300 平方米、在校生 160 余人的高
等中医学院，是美国东部地区唯一获准
授予针灸和中医博士学位的学院，也是
美国东海岸第一所拥有中医硕士和博
士学位授予权的中医大学。

25 年前，朱海纳同丈夫严而良等
人发起创建了大西洋中医学院。如今，
院长朱海纳将这所辛苦创办的学校比
作中美混血儿，它从当年的蹒跚学步到
今天的风华正茂，其间凝聚着太多关
注、关心、关爱这棵幼苗成长的热心人

士的帮助。
大西洋中医学院实行全日制，学生

需要在 3 年内完成 4 年的全部课程，本
土学生需要为之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努
力。大专学位、60个学分就可以申请入
学，在校期间再修满 60 学分，就可以同
时拿到学士和硕士文凭，学院授予博士
学位没有人数和年龄限制。

为了更好地衔接古老的中医学，学
院开设 90 个小时的课程专门学习中
文、拼音和查字典，其他时间全程英文
授课。学生毕业后可以获得在佛罗里
达州开设诊所的资格。很多与中医结
缘并从大西洋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
中医实践过程中不断回馈社会。

学院虽然规模不大，但学生实习门

诊量月平均有 600 人次，大西洋中医学
院在佛罗里达州及周边地区树立了中
医的良好形象。据该学院教师邹菁介
绍，美国对中医接受程度较高，西医无
法治疗的病痛，会寻求一些传统的中医
疗法。在温暖潮湿的佛罗里达州，受外
邪侵袭的病患很多。在一年级学习、二
年级协助门诊、三年级独立门诊的计划
下，目前实习门诊的固定病人很多，有
的甚至持续在这里做几年的治疗。此
外，实习门诊的费用很低，病人信任程
度高，对学生也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可
以在独立行医前积累经验。

朱海纳说，中医学的根始终在祖
国，所以非常希望能与国内高校、医院
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目前，该学院

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
合作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并通过
派遣实习生等形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朱海纳期待学校今后能与更多
国内大学开展合作，为中医在美国的发
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61 岁办学校，今年已 85 岁的朱海
纳，每天都精神抖擞地来学校上班。她
说：“虽然不愿冠上‘耄耋’二字，但毕竟已
是八十有五的人了。很多人说我忘记年
龄，稍有点狂。有吗？有一点儿。因为我
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一天要作两天
用，能不狂一点儿吗！我还在继续做我的
耄耋之梦。2018年11月，大西洋中医学
院的养生堂和茶社对社会开放，养生堂采
用会员制，教授太极拳和气功养生。另
外，通过下午茶的形式开展营养学讲座。
把一动一静的中医养生之道传播出去，这
就是大西洋中医学院创办的初心。”

中国医学
撑起美国大西洋中医学院的发展

采访中，记者深刻感受到北美教育
界对中国平台的关注与渴望，希望通过
中国的媒体平台，让更多中国学生和家
长了解北美教育，实现与中国教育更深
层次、更高水平的交流与合作。

美国汇聚了世界众多一流名校，美国
大学在配套设施、师资水平、教育支出、教
学等级、教育环境以及整个社会对教育的
认知及重视程度上，都名列世界前列。

加拿大是世界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投入教育发展最多的国家，其世界一流
的教育水平、发达的科学技术、稳定的社
会环境、完善的社会福利、多元的文化氛
围，使加拿大成为出国留学的热点国家。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教育组参赞
衔领事张益群此前也有在中国驻美国

使馆教育处和驻纽约总领馆、驻休斯敦
总领馆教育组工作的经历，对美加两国
中国留学生数量的增长及中外合作办
学的成果有切身感受。据他介绍，在加
拿大，仅多伦多大学的 3 个校区中，就
有将近 1.2 万名中国留学生。在以理工
科见长的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近 5 万名
在读学生中，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了
8000 左右。在美国南加州大学，中国
留学生超过 5000 人，已占该校国际学
生的“半壁江山”。

当前，中国和美国、加拿大的教育交
流合作已成为很多学校国际交流的重要
组成部分。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
纳分校是全美七大理工大学之一，在加
州，每14名工程师中就有1名是该校校

友。学校有 3 个负责国际事务的部门，
其中国际中心是服务部门，为1600名国
际学生提供服务，这些学生中有五六百
名是中国留学生。另外还有英语语言学
院和全球教育交流学院。

该校拥有多年丰富的教育国际交
流经验，统计显示，2015年至今，学校已
成功组织开展 25 个高等教育管理和教
授培训项目、15个中小学校长和教师培
训项目、20个国际大学生领导力项目以
及83个精品定制项目，每年接待来自中
国的访问团组及培训项目达五六十个，
如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领导力项目、上海
师范大学的大学师范生学习项目、中南
民族大学的大学生海外学习项目等。

全球教育交流学院院长霍华·埃文

斯表示，学校十分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是学校最重要的伙伴，希望未来可
以与中国相关机构和大学之间建立更深
入的教育国际交流关系，加深了解。

位于美国加州的西来大学成立于
1991 年，是美国第一所佛教基金赞助
的高等院校，也是唯一一所由华人资
助、进入美国正规高等教育体系的大
学。学校致力于为学生将来能够应对
日益复杂的国际化环境和挑战打下坚
实基础。作为拥有多元学科与多元文
化的高等教育机构，西来大学提倡将优
秀的文化传统与全球化理念结合，为学
生提供综合性的、以学生为中心的优质
高等教育服务。学校的世界佛学研究
院是世界性的佛学研究中心，每年除定
期举办人间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定
期出版英文佛教学报，并邀请佛教学者
驻校从事研究及讲学。

中外交流
教育合作空间更加广阔

采访过程中，让记者印象
深刻的是，很多高层次留学人
才始终心系祖国，以多种方式
为中国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

多伦多的华人总数有 70
多万，在工程、数理、生物、医

学、教育、人文等领域人才济济，
很多人已成为国际著名专家。

加拿大生命科学院院士、多伦多
中国教授协会主席李仁科说：“目前多
伦多大学里有 200 多位华人教授，长时
间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成立这
个协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华人教授交
流的平台，更好地发挥大家国际水平的
研究专长，更好地为中加两国在教育、

科学、经济合作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作贡
献。”据了解，多伦多中国教授协会中有
多名加拿大科学院、工程院、生命科学
院院士和国家级首席科学家，多数教授
都与国内大学和教育部门建立了长期
良好的合作关系。

约克大学副教授查强与《神州学
人》更是有缘，20 多年前他在国内工作
时曾担任《神州学人》通讯员。这次在
多伦多相见，倍感亲切。他看到《神州
学人》杂志 2018 年第 10 期刊发的顾明
远教授的文章，更是感触颇深：“我出国
留学自己也成为海外学人，从事教育比
较研究，而这期杂志的封面人物恰好是
教育比较研究领域的泰斗学者。”

苏安高中副校长杨晓波在北京大

学获得学士、硕士学位，获北京师范大
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留学，是中美教
育学、教育管理学双博士，长期从事中
国、美国、加拿大的国际教育比较研究
及国际教育实践。多年来在教育领域
的积累，使她在苏安高中可以根据中国
学生的特点，结合加拿大的教育要求，
带领教师团队，为学校发展、教学管理
及课程开发设计出相应的模式，帮助学
生更好地适应加拿大的学习生活。

西来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少数族
裔与小型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岳云教
授经常应邀回国举办讲座，开展合作研
究，还参加过教育部“春晖计划”资助的
赴江西等地的讲学活动。近年来，他结
合中国经济发展撰写了多篇文章。在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全球教
育交流学院任职的薛亚萍、王海潮等，
都在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在美国工
作多年。他们均以多种方式促进中美
教育交流与合作，取得了系列成果。

朱海纳夫妇在国内已是医学专家，
为了和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母亲团聚，不
得不中断在国内的事业。到美国后，他
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创建中医学院。
如今老校长最大的心愿，就是学校能办
得更好，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让更多
美国人认识中医、接受中医。

采访过程中，一些学校还纷纷表
示，希望能借助中国教育报刊社、《神州
学人》的平台，与中国相关机构和大学
建立更深入的教育国际交流关系，开展
更多交流与合作。

（采访：陈志伟、张国华、鲍效农、段
风华、柴葳 执笔：段风华 摄影：鲍效农）

中国学子
高层次留学人才希望为国服务

大西洋中医学院学员在学习拔罐疗法大西洋中医学院学员在学习拔罐疗法

苏安高级中学教师在辅导中国学生苏安高级中学教师在辅导中国学生

大西洋中医学院学员在对患者进行问诊大西洋中医学院学员在对患者进行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