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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留学·

“我的孩子能考上排名多少位的学
校？”在学校国际部的海外升学规划咨
询会或家长会上，我们总会听到家长提
出这样的问题。

大学排名，无形中成为很多家长和
学生衡量出国留学质量的唯一标尺。
但是，很少有家长针对学校的专业排
名、本科排名、地区排名，以及大学所在
城市的经济类型、人种结构、历史文化
和发展历程进行综合考虑，更不用说对
这座城市的消费水平、生活便利程度和
安全性，以及学校的教学方法、教育风
格、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和实习、就
业机会等提出更细节化的问题了。

而且，准备出国留学的中学生，需
要在英语应试教育和学校全面教育之
间进行取舍。其中，很多优秀学生毅然
放弃了学校教育，几乎将全部精力用在
托福、雅思、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SAT）等英语应试培训上，而数学、艺
术、体育、心理教育等课程，基本上都被
抛到了脑后。

语言，是出国留学的必要条件，但
不是充分条件。当一个学生正式进入
世界知名学府后，真正考验学生的恰恰
是学科知识，而不只是英语表达本身。
当下，正因为留学准备不理性与留学认
知不到位，很多学生出国后出现了适应
难，甚至无法完成学业的情况。为此，
有些认识问题必须厘清。

留学准备不能脱离学校教育

如果在国外生活、学习，英语考试
成绩高，不等于英语水平高。一个考取
托福、雅思高分的学生，未必能够看
懂国外的菜单，更未必能够读懂国外
大学的数学教材或者经济学教材。因
此，单纯的英语应试学习，既无法满
足留学的生活需要，也无法满足留学
的专业需要。

其实，中国留学生面对的考验是学
术英语。进入海外大学的学生要学习
几十门专业课程，而学生不仅要满足对
专业单词和英语语法的要求，更要能够
高水平完成学术的研究和论证。不管
是化学的实验理论，还是数学的计算方
法，抑或供应链的管理结构，都需要学
生用创造性的思维、专业的单词和娴熟

的表达，以及对理论的理解和应用去获
得毕业资格。

因此，留学准备决不能脱离学校教
育，学校能让一个孩子的长远发展获得
滋养。学校注重对学生学科知识与学
术能力的培养，包括学术规范能力、学
术报告写作能力、检索引用文献的能力
等。很多留学生因为不会引用和标注
文献，使得作业内容一路飙红，被国外
大学认为是“抄袭”行为。针对这一点，
中国留学生感到特别委屈。可见，倘若
我们的学生在高中时期不经历正规论
文写作的教育，缺少学术规范意识，便
会酿成大错。

在海外留学，大量文献阅读是知识
输入的过程，而学术写作则是输出的过
程。正规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页数多、
学术词汇层出不穷，阅读难度可想而
知。为此，需要时刻做好准备，一篇文
献、一本字典、一块手表，告诉自己，这
次读完，至少要再快 5 分钟。有学者
称，学术写作是另一种语言，最好的训
练方式就是模仿。通过大量的文献阅
读，模仿其句式、用词，读多了自然可以
体会并模仿学术大家的行文风格。

根据学科兴趣定位发展方向

明确的学科兴趣是留学成功的关
键。研究兴趣或激情，是在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这些知名大学的社
交中经常被提到的词语。社交场合寒
暄之后，世界重量级学者们如果对学生
感兴趣，便会问一句：“你的研究兴趣是
什么？”

其实，这是个很有智慧的问题。因
为，通过这一个问题就能够问出，他是
个有思想的人吗，他是个有勇气的人
吗，他是个热情的人吗，他是个肯钻研
的人吗。紧接着的第二个、第三个、第
四个问题，将会是回答者对所答领域的
哪个方向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这个
研究兴趣将会为研究领域或者社会作
出什么样的贡献。对于这些问题，如果
学生有过思考，并能顺畅地与学者们沟
通，那么一般而言，他会得到无法想象
的帮助。

学科兴趣作为最强大的驱动力，是
学生选择学校的重点。当然，选择学校
也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对这个城市的了
解，对大学的了解，对这个城市的消费
水平的了解，对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
以及生活便利程度、大学和企业之间的
联系、将来毕业后有没有可能就业等各
方面的了解。

未来职业目标应该成为留学的指
南针。有人说，留学是为了实现个人的
梦想。我并不反对这句话，但梦想的实
现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业起点。留

学，不仅是为了一纸光彩的文凭，更是
为了创造未来属于自己的职业目标或
者创业目标。国际化的视野、多元化的
知识、全球性的人脉和无限的创造力，
都是最终达成目标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留学专
业，选择一所适合自己的大学，选择一
个适合自己生活和寻找发展机遇的城
市，都应该在自己未来职业发展范畴的
前提下搜索和决策，而接受高等教育的
过程就是不断论证、修改自身发展目标
的过程。

出国前培养全面的生存能力

留学是一个生活过程，学生需要
具备全面的生存能力。在踏出国门
前，孩子应该接受全面的生存教育。
学会自我保护，安全教育必不可少，
包括医疗急救、灾难避险、烹饪、社
交礼仪、维修、健康等技能和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自己劳动和承担
责任的习惯。

每天的一日三餐如何安排？如何
合理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打电话办
理银行业务时应如何沟通？如何面对
身体的不适并正确保护自己？如何正
确处理挫折和坎坷？当孩子踏出国门
的一瞬间，所有的生活问题都会摆在
他们的面前，都需要他们独立解决。

面对这些问题，家长要学会放
手，尊重和相信孩子。给予孩子更多
的私人空间，让他们自己处理生活琐
事，在“试错”中不断成长与成熟，
敢于承担责任，养成对自己、对家
庭、对社会的责任感。

出门在外，良好的社交能力有助
于孩子结识朋友、舒心生活。然而，
每个人的生活、饮食、作息规律并不
完全相同。那么，该如何与室友和谐
相处，如何进行有效沟通？家长就要
注意培养孩子的善良意识，做到“心
中有他人”，凡事商量着做。

而且，国外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自己独处，坦然面对孤独，学会
与自己对话，他们才不会在留学过程
中出现较大的情绪压力。

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和时间管理
能力也是留学成功的基础。留学失败
的案例并不少见，主要原因是孩子在
面对成绩下滑、作息时间紊乱、被各
种娱乐行为所诱惑等情况时，不知道
如何管理自己。因此，自控、自立和
自我管理等成长中的很多品质，是他
们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一个没有形成良好生活习惯的孩
子，无法在出国后一瞬间成为一名优
秀的自我管理者。因此，准备出国留
学的学生必须提前1至3年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欲望控制能力，并逐渐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如果一个人希望在世界舞台上获
得高度的认可和尊重，首先要热爱自
己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中国留学生
更要成为中国文化对接世界文化的桥
梁，成为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对接的
纽带，在国际舞台上寻找和创造属于
自己的机遇和平台。所以，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需要培养孩子热爱祖国的
民族情怀，让他们拥有民族自信，形
成稳定的价值观。

今天，我们要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
中国情怀、通晓国际规则、具有国际交
往能力、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
的国际化综合型人才。我们要转变传统
教育观念，走出对出国留学的误解和盲
区，帮助孩子做好全面的留学准备。
（作者系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副校长）

留学准备如何做“加减法”
王红军

近日，在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
考试委员会 （GMAC） 峰会上，
与会者分析讨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
考生的测试成绩、考试特征、报考
商学院经历等相关议题。

据介绍，相比全球申请者平均
在毕业后 3 个月开始着手商学院申
请，中国学生的商学院申请则提早
到毕业前 15 个月。到毕业前 5 个
月时，他们已经正式开始申请事
宜，起步时间远比全球标准更早。

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委员
会的数据还显示，东南亚国家和加
拿大学校的吸引力在显著提升，而
美国仍是过去 4年里中国学生最为
心仪的深造目的地。近期，美国签
证政策为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高级
别学位持有者提供额外配额，相关
人士预计该类申请将迎来 16%的
增幅。

对于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
委员会近期是否增加考试难度这一
猜测，该机构利用中国、印度和美
国申请者的测试数据做了一项研
究。对比发现，所有国家申请者的
考试难度水平都是相同的，中国考
生并没有在考试中遇到更难的题
目。同时，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
试委员会也发现，相比于印度和美
国，中国考生完成数学试题的时间
更短。

另外，管理专业研究生入学考
试委员会在一项针对重复考试的分
析中发现，中国学生在 200—690
分数段重复考试的进步幅度比印度
和美国学生的更大。在 700—800
分数段，中国学生仍能通过重复考
试提升分数，但比印度和美国学生
略逊一筹。深度分析表明，中国学
生通过重复考试使语文测试成绩得
到更大的提升，尤其在 500—690
分数段。

（张东）

商学院测试准备
中国学生早于全球申请者

留学指导

留学资讯

在 国 外 ，中 国 留
学生面对的考验是学
术英语。

视觉中国 供图

德润根基 智享人生
——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惠初级中学

立德固本，奠定发展之基

培 养 什 么 人 ， 是 教 育 的 首 要 问
题，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
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
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
各环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归根到底，就是立德。金惠初中在教
育实践中将学校德育工作置于首位，
秉承“成才先成人”的理念，积极探
索学校德育工作的新路径，开展具有
针对性和时代感的德育活动，提高学
校德育的实效性，为学生未来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教
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学
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立志
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要在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爱国主
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教育引
导学生热爱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
听党话、跟党走，立志扎根人民、奉
献国家。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
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

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金惠初中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价值，大力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和弘扬，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
每一名金惠学子都能做到“方正为
人，圆润处事”。学校还利用中国传统

节日，广泛开展“身边的传统”“我们
的节日”等主题活动；推进中华经典
诵读工作，引导学生在经典作品的滋
养中增强民族意识，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与自信心。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
题。学校在德育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学生为了伟大
中国梦而奋斗。学校利用每周一的升
国旗仪式、国旗下的讲话和主题班
会、板报评比以及各种纪念日、节假
日、寒暑假等，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
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激发学生“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的
志气。

启智育能，提升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
化，是连接宏观教育理念、培养目标
与具体教育教学实践的中间环节。党
的教育方针通过核心素养这一桥梁，
可以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可用的、教
育工作者易于理解的具体要求，明确
学生应具备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深入回答“立什么德、树什么人”的
根本问题。金惠初中准确把握新时代
对人才素质的需求，聚焦学生综合素

养的全面提升，积极
创新教育实践，提高
教育质量。

学 校 坚 持 轻 负
担、高质量的课堂教
学特色，要求教师课
前 早 准 备 、 多 准 备 ，
精准课堂反馈和课后
反馈，不断提升教学
效率，加强学生的学
法指导，不断提升学
生的学习能力；建设
和 完 善 “HUI” 课
程 ， 依 托 “ 小 先 生 ”
制 ， 做 到 晨 读 有 序 ，

作业精选注重于提高学生学习力，培
养和造就乐于创造和学习、善于学习
和创造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学校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加强智
慧教育建设，借助“互联网+”下的

移动教学与学习，拓展教学时间与空
间，实现数字校园向智慧校园的转
变。运用信息技术对资源配置、学习
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评
价和教育管理流程进行优化创新，通
过数据导向为学习者提供丰富而有差
异的学习体验，依托平板电脑教学等
方式，积极研究各学科核心素养的内
涵和实现路径，健全学生核心素养培
育、促进全面发展的长效机制，着力
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应新时代要求
的关键能力，为走班教学、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打造有效的学习空间支持,
真正实现每一个学生自由而充分的发
展。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
学生个性发展，学校开
设“HUI”课 程 。“HUI”
课程立足于培养学生学
习的能力，立足于拓宽
学生思维的视野，从而
满足学生发展兴趣特长
的需要，实现学生综合
素 养 提 高 的 目 标 。

“HUI”课程依据学科特
点进行拓展，以“惠 ”
和“慧”为开设原则，旨
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力和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因
此，学校充分利用硬件资源和软件资
源，本学期共开设 31 门课程，涉及文
学、艺术、体育等多个领域。

教师素质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
因素，智慧教育的实施首先改变教师
观念，学校定期开展以“新理念、新
课程、新技术”为重点的新课程培
训，引导和动员教师全员参与，认真
理解素质教育的内涵，深入理解新课
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基本内容、
教学组织方式和教学评估等方面的内
容，引导教师通过教学实践逐步掌握
实施新课程的有效教学方法和手段，
使每一名教师都能够与新课改共同成
长。

全面发展，培育时代新人

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树立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要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
素养。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
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
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
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
动。金惠初中以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
为指导，积极开发体美劳相关课程，

开展多元活动，实现全面育人。
为了健全学生人格，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学校大力开展互学、互帮、
互纠、互评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学
练和探究能力，形成良好的学习品
质；同时落实足球课程，努力提升学
校足球队综合素质；八年级在第二学
期确定中考项目，使学生的优势项目
能充分凸显出来；保证学生每天的运
动时间和运动量，运动保护视力。学
校升华武术课程，“武极天下”课程本
着“金色年华，惠泽一生”的理念，
以传授杨氏 24 式太极拳的理论精华和
套路学习为主要内容，旨在使学生通
过学习来加强武德修养。

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对青少年提高审美修养、
丰富精神世界、培养创新意识、促进
全面发展具有其他教育学科所不可替
代的作用。学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
展现艺术之美，培养学生的艺术情
操，激励学生欣赏美，发现美，创造
美。学校通过课间音乐，使学生在金
惠 3 年能了解至少国内外 30 首名曲；
分年段对学生进行艺术欣赏培养，学
校希望做到，对于音乐不一定每一个学
生会吹拉弹唱，但一定要懂得欣赏；对
于艺术教学，学校希望走出校园、走向
社会，比如本学期学校的“和谐之声”
合唱队将更多地到公共场所进行公益
性展示；音乐剧是集剧情、歌唱、舞
蹈和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学校
打造精品课程“缤纷小剧场”，通过不
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的表现力，提
升音乐的鉴赏力，培养学生的想象
力、创新力、表达能力以及合作精神，
使学生更加全面、综合地成长。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
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劳动对提高青
少年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
成长至关重要，劳动教育是立德树人
的基本内容。学校定期推动校内劳动
教育，让学生体会劳动是光荣的；在
双休日或假期学校会布置家庭劳动任
务，让学生在家里帮家长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劳动能
力，为早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而
做充分准备；同时也鼓励学生多参加
社会公益劳动，服务社会；学校也利
用家长资源和社会公益单位开设相关
讲座，让职业教育进校园。

金惠初中面对新时代教育的新诉
求，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夯实
学生未来发展根基，多措并举聚焦核
心素养与关键能力，提升学生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增强发展实力，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而不
懈求索！

（朱伟炳 王 燕 刘 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指出了教育的建设目
标，并强调了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才是培养一个合格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金惠初中深
刻领悟教育的时代要求，坚持立德树人的育人方向，全面开展德
智体美劳教育，全力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和造就乐于创造和学
习、善于学习和创造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