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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留学·

近日，澳大利亚“学生—
大学—校友”网络平台发布了
一份有关留学生就业结果和
留学生满意度调查的全球比
较报告——《2019 留学生就
业结果与满意度报告》。该报
告显示，亚洲国家的留学生在
选择海外留学的专业、院校及
目的地国家时，优先考虑就业
前景。

一万名来自中国、印度、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
和越南的学生接受了该项调
查。其中，超过 81%的学生
表示，他们到海外学习是为了
提高就业机会或者获得特定
职业。

该研究负责人谢恩·狄龙
表示，“通过调查，我们看到一
个有趣的趋势，就业力对学生
选择留学目的地国和院校时
日益重要。很多学生都基于
就业询问国际教育方面的建
议。随着职场未来变得越来
越充满不确定性，大量学生将
选择那些能带给他们更多优
势的课程”。

该报告显示，排在前 10
的向其他人推荐自己所在大
学的原因中，有 5 个与就业力
相关；排在前 10 的向其他人
推荐留学国家的原因中，有 7
个与就业力相关。狄龙分析，
就业市场现在充满竞争，越来
越多的留学生感觉他们的独
特性和竞争优势正被削弱。
因此，就业力也就变成真正重
要的考虑因素。此外，留学生
大量的教育投入也使就业力
变得更加重要。

此外，该调查显示，只有
40%—50%的留学生对于他
们就读大学提供的职业支持
感到满意，在这个方面，留学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学生满意
度高于留学美国和欧洲的学
生。一些国家的大学，如美
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未能
像帮助本国学生那样为留学
生扩大就业前景。

狄龙说：“有 1/5 的留学
生没有在目的地国家获得实
习机会。”在一些国家，如英国
和澳大利亚，只有 17%的留
学生有机会实习。而在欧洲，
有 37%的国际学生获得实习
机会。来自新加坡、中国香
港、印度和马来西亚的学生最
可能参与实习，并将实习作为
海外学习的一部分，有 83%
的新加坡学生和 71%的印度
学生表示曾经实习过。

报告还显示，大量留学生
回到祖国后才获得第一份工
作。尤其是留学英国的学生，
这一比例最高，达到 86%，而
加拿大最低，为 65%。这一
发现体现了加拿大对留学生
毕业后的工作签证更慷慨，而
英国在几年前废除了这一签
证政策。

加拿大参与调查的国际
学生普遍表示，在竞争某一岗
位时，他们与当地学生拥有同
样的机会，这一比例为 44%；
在留学英国的国际学生中，仅
有 24%感觉他们与当地学生
拥有相同的就业机会；留学澳
大 利 亚 的 学 生 这 一 比 例 为
28%；留学美国的这一比例为
35%。美国参与调查的国际
学生中，有 2/3 表示在当地获

得了第一份工作，而留学澳大
利 亚 学 生 的 这 一 比 例 为
83%。

在接受调查的国际学生
中，边学习边兼职工作的占一
半，大多数是来自印度和越南
的学生。留学澳大利亚的学
生更多地表示，他们没有获得
来自大学的兼职工作支持。
通常，这与他们就读的专业相
关，例如科学与工程学专业学
生因为时间约束较少，可能兼
职更多。只有大约1/4至1/3
接受调查的学生表示，大学支
持 留 学 生 边 学 习 边 兼 职 工
作 。 这 一 比 例 在 欧 洲 为
57%，在美国为53%。

报告还发现，无论国际学
生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欧
洲、澳大利亚还是在英国学
习，他们的海外经历都非常类
似，对这段经历的评价也都
是 正 面 的 。 其 中 ， 留 学 美
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国际
学生对其教育投资回报更为
满意。高达 3/4 的加拿大国
际学生对他们的投资回报非
常满意，留学英国学生的这一
比例为 2/3，留学澳大利亚学
生的这一比例为70%。

对于海外学习经历，来自
印度的留学生最不满意，原因
可能是回国后或在留学国家
的就业前景不佳。在接受调
查的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学生
中，有 85%表示，国际教育在
他们的职业成功中发挥了关
键作用，而留学英国的国际学
生这一比例为75%。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
学研究院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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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美国或澳大利亚，哪个国家
更适合我的孩子？”

“孩子出国前还要进行哪些学习？”
“留学回国工作有哪些政策？能在北

京落户吗？”
对于孩子未来的学业与发展，每个家

长心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与忧虑。尤其
是计划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对千里之外
陌生国家的生活、文化、环境、安全、学
校等知之甚少，都希望得到权威、客观、
丰富的信息，也希望能在众多国家、院校
之间做理性比较，更希望提前获知学成后
回国发展的政策信息，做好准备。

因此，每年春季，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举办的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都会迎来众
多学生和家长。今年，是中国国际教育巡
回展的第二十四届，又恰逢留学服务中心
成立 30 周年。主办方不仅邀请更多国家
与院校，还借助数字手段提供更多便利的
留学信息。

打开一扇国际教育之窗
3 月 23 日，在北京展区入口处一个特

别的位置，捷克展台吸引了很多学生和家
长的目光。他们纷纷驻足了解，一些有兴
趣的家长还坐下来详细咨询。其实，本次
展览中，捷克、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
和英国，都是以国家展团的形式出现，不
仅带来了代表院校，还提供各国家文化、
环境和签证、就业政策等整体性的介绍。

教育质量、生活成本、城市环境、签
证政策等，都是影响留学选择的关键因
素。由于美国留学签证政策收紧，这两年
前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
生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记者从展览
中获悉，截至去年年底，加拿大的国际学
生数量升至历年最高点，达到57.2万，其
中中国留学生超过 14 万；据澳大利亚最
新统计，在该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总数超
过了 20 万；英国签证与移民局的数据显
示，2018 年向中国公民发放了超过 9.9 万
份学生签证。

针对中国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长，各
国也出台了新的政策。例如，英国文化教
育协会和英国政府联合 24 所英国高校发
起了“2019 非凡英国奖学金计划”，共设
立 56 个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包括工程、
法律、商业、管理、生物科学与信息技术
等学科。

近年来，随着教育国际化与出国留学
“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家长倾向于提早着
手留学事宜。因此，在本届展览中，各国
参展院校的结构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涵盖
了大学、职业院校、中小学校和培训机构
等，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与
家长。

“来到这里，就像打开了一扇国际教
育之窗。”一位原本“锁定”留学美国的
家长表示，在这个由 26 个国家和地区、
200 多所高校组成的展览中，发现了不同
国家的教育优势，也拓宽了自己的教育思
路。

精准应对留学真需求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在美国大

学学习，2015年9月毕业后一直留在美国
工作，直到 2017 年 2 月第一次回国。”面
对这个案例，家长心中会充满疑虑，“像
这样国外毕业工作多年之后回国，还能享
受留学生落户政策吗？”

在国际教育展的留学讲座室中，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用简单的几句
话就解开了家长心中的谜团。除此之外，
他们还通过留学服务中遇到的常见案例，
讲解了从留学回国学历认证到就业的各项

政策和注意事项。
为期两天的展览上，这样的“小课

堂”从上午 10 点半一直持续到下午 3 点，
座无虚席。这里不但有新加坡、韩国、德
国、加拿大等国的教育概况介绍，还有例
如留德人员审核、学术交流、出国考试、
回国留学认证等具体流程的讲解。

在“平安留学”活动区域，灭火器、逃
生绳索、急救设备等让学生和家长们很是
意外。但是，当专业人员讲解完毕、邀请观
众实际操作时，他们才发觉，“这些常见的
逃生、急救设备，用起来可真不简单”。

“平安留学”案例展示中，是留学生
中真实发生过的托运行李被盗、打工被
骗、驾车违章遇险、出租屋火灾、遭遇野
生动物袭击、违法经营被遣返等事件。

“这些是留学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而且
是危及安全与生命的大事。”一位家长一
边说着，一边拿出手机准备拍摄案例与对
应的注意事项。

其实，这些都是学生出国准备中最容
易被忽视的方面。据介绍，学生出国前因
忙于考试与申请，往往将心理健康、法律
法规、人身防护、防恐应对、灾难逃生、旅行
安全等培训或学习置于可有可无之处。因
此，“平安留学大讲堂”特别邀请了公安部、
外交部、教育部相关人士以及留学心理、急
救培训等方面的专家进行“现场教学”。

拓宽教育现代化之路
“现在，越来越多富裕起来的中国普

通家庭选择让孩子拥有一段海外学习、生
活的经历。”3 月 22 日，在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举办的 2019 中国留学论坛上，教
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发言中表示，“出国
留学在中国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正在进入大
众化的时代。”

当前，随着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新时代的留学迎来了新机遇。今年的中国
留学论坛将“开拓留学新视野、推动教育
现代化”作为主题，邀请了日本、新西
兰、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
等国家的官员与学者代表，共同探讨留学
合作、“一带一路”、国际化与应用型人才
培养等议题。

“留学服务中心共为 240 多万名留学
人员提供了各种服务，占到我国出国留学
总人数的 40%以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主任程家财在发言中表示，中心成立30
年来，已从仅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提供单
一服务，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一家为留学人
员和国内外机构提供出国留学、留学回
国、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等多领域、全方
位、一站式服务的事业单位。

论坛上，各国教育者们深入探讨未来
现代化模式下的“留学生态”。

“苏格兰管理委员会高等教育文凭项
目 （SQA） 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断推动中
英两国的留学和教育交流，共接收了 3.7
万名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成功的。”英
国苏格兰学历管理委员会总裁珍妮特·布
朗感慨地说。任职 10 年来，她见证了中
国留学服务中心的发展与中英两国教育的
合作与交流。

未来，教育质量的评估也将更加精
确。全球教育与职业认证评估机构总裁汤
姆·克劳森表示，教育结果以及对结果的
评估，是我们未来在教育当中要做的非常
重要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会
越来越普遍，所以我们不但要确保教育是
高质量的，而且要确保学生毕业时能获得

非常精确的评估。
教育讨论贵在思想碰撞，教育发展贵

在相互借鉴。
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表示，留

学作为一个价值综合体，包含人类、国
家、高校、个人 4 个层面的价值追求。其
中，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国
家全球治理能力、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我们的政治取
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
是我们的政策取向；提升国际化核心办
学的竞争力，是高校的目标取向；追求
美好生活，是个体的发展取向。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港
澳台办常务副主任徐永吉建议，要全面
实现“互联网+留学服务”新模式，运用新
兴技术手段等方式实现留学回国就业落
户、留学人员存档、学历、学位认证等留
学服务在线办理，建设智慧留学服务平
台，更加广泛地开展平安留学教育，让平
安留学理念深入人心、让学生成才、让社
会满意、让家长放心。

在这里，遇见留学的今天与未来
本报记者 张东

留学观察
留学调查

““平安留学平安留学””现场演示现场演示。。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本报讯 （记者 张东） 近日，记者从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获悉，为
了加强人才吸引力及培养能力，从今年开
始，法国将实施一系列留学新措施，例如
增加法语语言培训课程和英文授课课程、
创建国际学生认证机制等。法国政府还将
增加针对国际学生的奖学金数量，用于补
偿高质量科研项目和优秀学生。与此同
时，在法国移民局办理长期学生签证从今
年春季开始可以全部在线完成。

法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将继续加强中
法教育合作，推进法文课程班、中法合作
高中、中法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法国
优秀暑期学校等四大项目。其中，法国优
秀暑期学校旨在让中国优秀大学生更好地
了解法国的博士研究生学习，并组织法国
博士生导师与学生见面、评估申请条件。

今年，法国驻华大使馆将继续开展该项
目，为中国学生与 25 所法国科研学校的
学术申请及沟通提供支持。

据悉，在 2018 年赴法国学习的中国
学生中，近一半学生选择攻读本科阶段课
程；43%的学生选择学习英文授课项目。
目前，法国很多工程师院校、高等商学院
可以为高中毕业生提供英语授课的专业课
程。

此外，自去年 9 月起，获得法国高等
教育文凭的国际毕业生可以继续在法国工
作或创业。职业学士、硕士、博士、理学
硕士或高等专业院校联盟认证的专业硕士
文凭的国际毕业生，都可以获得含有“工
作或创业”字样的 12 个月的临时居留。
毕业后回国4年以内的国际毕业生，同样
可以申请此类签证。

法国将增加国际学生奖学金数量

留学资讯

转变，好校长成就好学校

2017 年 8 月 25 日 ， 先 后 培 养 了 11 名 清
华、北大学子和 13 位市、县优秀生的肖绪曙
同志从阳新一中调任阳新县高级中学党委书
记、校长。新一届领导班子，确立了“转思
想、强管理、提士气、扬特色、抓改革、促提
升”的工作思路和“质量立校、依法治校、特

色兴校、文化强校”的治校方略。他们针对一
系列实际问题，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改革机
构，明晰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各处室和年级组
在学校管理职能中的作用；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充分发挥好德育在提高教育质量中的重要
作用；综合治理，人人参与，充分发挥干部值
日督查在学校安全管理中的作用；科学规划，
合理安排，充分发挥以一节课 40 分钟为单位
的时效作用。

突破，艺体教育成亮点

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为课程改革奠定了坚
实基础。阳新县高级中学的领导们立足基础，
改革创新，全力壮大特色教育。依托优秀的师
资队伍，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创新，为学生
打造更高效、更具活力的课堂。学校不仅在基
础教育上狠下苦功，还以艺体教育为切入口，
大胆改革，勇闯新路，真抓实干，形成了亮

点，办出了特色。学校从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出发，积极开展有益于学生身心的各种活动，
开办了合唱、舞蹈、钢琴、小提琴、素描、工
艺美术、书法、体育等兴趣小组或社团，让每
一个在阳新高中学习的学子都能体会到学习的
快乐、成长的快乐、成功的快乐。如今阳新高
中的艺体类教育，无论是办学条件、办学规
模、师资力量还是办学成果，在阳新县乃至
黄石市都是首屈一指的，是荆楚大地一道亮
丽的风景。

创新，德育活动添异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学校对德育工作高
度重视，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肖校长对德育
的要求不光停留在书面上，更是要将这一工作
落到实处。他对每位德育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
求：一要具有“八心”,即爱心、信心、热
心、公心、细心、耐心、全心、恒心；二要充

分发挥学生在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培养学生自
我约束、自主学习、自觉守规、自我管理的习
惯和能力；三要每天挤出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和
安排班级活动内容。随着德育工作的不断推
进，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更加多样、更
加充满活力、更加科学高效，为学生、老师和
学校的发展增添了光彩！

阳新县高级中学在历年的高考中成绩优
异。2003 年首届高考，李儒军被北京大学录
取，李相利被中国美术学院录取；此后，文理
科连续 10 年，年年都有 600 分的高分；2015
年柯睿被清华大学录取。学校先后为清华、
北大、浙大、武大等名校输送了大量人才。
这些优秀学子，正在各行各业中奉献自我，
谱写人生辉煌。李儒军现在是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骨科专家，何淑研是中央电视台著名栏
目 《同一首歌》 的舞美设计，殷博是电影制
作人，陈蜀梅是秦皇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余元珍曾担任 2008 年奥运会和 2018 年亚运会

火炬手。
六十年春华秋实，六十年发展辉煌。学校

先后被评为“全国特色中学”“全国中小学国
防教育示范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湖北省园林式学校”“湖北省绿色学
校”“黄石市十星级学校”“黄石市现代化高
中”“黄石市最受人民满意的学校”等，先后
荣获“黄石市高中教学金马奖”“黄石市艺术
特色奖”“黄石市教学质量目标管理奖”“黄石
市教学质量目标提高奖”“黄石市高中教育特
色奖”等奖项。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阳高人用自己的努
力与汗水将教书育人做到了极致。正所谓“等
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追梦路
上，一代代阳高人用自己的坚韧与责任，为实
现中国教育梦书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华章。他
们志存高远，砥砺奋进，必将拥有更广阔、更
美好、更璀璨的明天！

(李相文 明 智）

春天 一起奔跑在教育的追梦路上
——湖北省阳新县高级中学特色改革发展掠影

桃花山上，富河之滨，金山环绕，一
水蜿蜒，湖北省阳新县高级中学这所活力
四射的示范性高中就依偎在青山绿水的怀
抱中。这里有幽雅的学习环境，古木参天，
泉水悠悠；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北宋文
豪苏东坡曾在这里问茶，当代文豪莫言曾
在这里讲学。从这里，走出了无数的国家
栋梁和时代精英，是读书求学的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