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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追踪国际教育 服务留学需要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需要留学人员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也是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当今世界，和平合作的潮流
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
向前，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
前。站在顺应历史潮流、增进人
类福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大倡议。作为其实践平台，共建

“一带一路”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
对文明交流的渴望、对和平安宁
的期盼、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 为 以 政 策 沟 通 、 设 施 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为核心的全要素流动，共建
“一带一路”关键在人，流动的
人，跨境流动的人，旨在以人的
跨境流动架设和平之路、繁荣之
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
之路。自唐代玄奘沿古代丝绸之
路西行天竺求学以降，留学人员
便堪此大任。进入新时代，留学
事业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实现光荣
使命——服务伟大梦想，助力教
育改革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新时代留学
俞可 张娣 潘雨晴

英 国 大 学 注 册 申 请 机 构 “UCAS” 日 前 发 布
2019—2020 学年入学申请最新数据。数据显示，
2019—2020 学年英国大学的申请总体上升，这是 3
年来首次整体增长。2019年该机构共收到561400余
份申请，比去年同期增加近 2500 份。其中，来自欧
盟以外国家和地区的学生申请量增长了 9%，主要原
因是中国学生申请量激增，较 2018 年同期增长了
33%。但同时，英国本土学生申请量减少了 1%，欧
盟国家学生申请量略微增加了1%。

与往年数据比较，非欧盟学生2018年较2017年
增加 11%，是 5 年来非欧盟学生申请出现的首次增
长。2019 年，非欧盟学生共提交申请 63690 份，较
2018年的58450份同比增长9%。欧盟学生申请量在
2017 年时下降，2018 年上升至 43501 份，增长了
3.4%，2019 年增长趋势保持，增至 43890 份，增长
了 1%。英国本土学生提交了 453840 份注册申请，
与2018年1月收到的申请相比，减少了不到1％。英
国大学相关人士对非欧盟申请的健康增长和欧盟申请
的轻微增长感到慰藉。“UCAS”首席执行官克莱
尔·马尚特 （Clare Marchant） 认为：“在当前充
满不确定性的时期，更多欧盟和国际学生来英国学习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针对中国申请人数激增这一事实，英国高等教育
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克·希尔曼 （Nick Hillman） 表
示：“对于这种增长我也表示欢迎，他们毕业回到中
国时，会为英国提供一些真正的软实力效益。”目
前，中国对英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产生了重要影响，该
申请机构发现，今年中国学生申请数量 20980 人，
比威尔士的18850人和北爱尔兰的17910人更多。

除了中国，其他的一些生源国申请量也得到了较
大增长，尼日利亚增加了 10％，西班牙增加了 7％，
美国、法国、印度各增加了 5%，马来西亚增加了
4％，加拿大增加了3%，意大利增加了2％。其他一
些国家也有增长，虽然较为缓和，但对于英国国际学
生多样化，依然是显著的。

（张培菡）

2019年英国大学申请
国际学生数量呈整体增长

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日前，启德教育发布
《2019 英国留学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学生就读英
国授课型硕士学位的人数持续增长，商科与教育专业
最受欢迎，英国大学或将推行两年制本科学位。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东亚区教育推广主任齐琦介
绍，目前英国最主要的三个生源国是中国、印度和美
国。2018 年全年，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向中国公民签
发了超过 99000 份学生签证，签证数量比 2017 年全
年增长了 13%。2018 年，英国签证与移民局还向中
国公民签发了 31000 份短期学习签证，比上一年同
期增长了26%。

2018 年 10 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宣布承认中国高
考成绩，可直读本科，这是“罗素集团”成员首个正
式对外宣布此信息的大学。随后莱斯特大学、邓迪大
学、英国女王大学、肯特大学、卡迪夫大学也陆续宣
布接受中国高考成绩直读本科。

启德教育集团英爱项目管理中心总监孙波介绍，
2019 年 2 月英国议会批准立法，英国大学或推行两
年制本科学位。

“与三年制学位相比，两年制本科‘快速学位’
课程更短、更密集，将三年的每年 30 周课程压缩为
两年的每年 45 周教学时间，让能力强的学生可以高
效完成学习，节省一年的时间成本。提案允许学校每
年收取 20%的加速学位费，但学生的总学费在三年
内至少比同等学位减少 20%，同时学生还可以节省
一年的生活费及住宿费等额外开支。”孙波说，这就
意味着英国本硕连读，仅需三年时间就可以拿到硕士
学位，这一政策的落实和实行可能会吸引更多学生在
本科阶段到英国就读。

英国或推行两年制本科
以“快速学位”吸引国际学生

英 国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 THE） 与日本倍乐生集团 （Ben-
esse） 联合发布了“泰晤士高等教育日本大学排行
榜”。与重视研究实力的世界大学排名相比，日本大
学排名更为重视教学实力，京都大学继 2018 年之后
再次摘得桂冠。2018 年与京都大学并列第一的东京
大学今年排在第二，日本的国立大学均排名靠前。

《泰晤士高等教育》 每年都会公布世界大学排
名，但由于许多国家的大学专注于研究，而日本的大
学重在教学，为了能更精准地评估日本大学的现况，

《泰晤士高等教育》 从2017年起另外推出“泰晤士高
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日本版”，从教育资源、教育
充实度、教育成果和国际性四大指标来进行评选。相
较于注重研究能力的世界版，日本大学排名对高校每
名学生对应的教育投入资金和教师比例、学生对课程
充实度等反映、企业和研究者的评价、外国师生比例
等16个项目进行比较。

紧随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之后，东北大学排名第
三位、九州岛大学第四位、北海道大学和名古屋大学
并列第五位，前 9 名均为国立大学。在私立大学中，
国际基督教大学列第十一位、早稻田大学第十三位、
庆应大学第十四位。公立大学中致力于留学项目的国
际教养大学排名第十位。排名中，在资金和教师比
例、论文数等教育资源领域，东京大学居首位，国际
教养大学在由学生及高中教师评价的教育充实度和外
籍学生比例等国际性方面居首位。

（季丽云）

2019日本大学排行榜发布
京都大学位居第一

留学资讯留学观察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
通，共建“一带一路”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对文明交流的
渴望、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新时代，留学事业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为着眼点，实现光荣使命——服务伟大梦想，助力教
育改革创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百年留学史记录中华儿女追
寻民族复兴的梦想，堪为一部

“索我理想之中华”奋斗史。鸦片
战争惊醒睡狮，自此，“立政首在
储材，储材必资游学”。留英的严
复带回 《原富》《天演论》 等 8 种
科学典籍，刘步蟾、林泰曾、萨
镇冰等北洋海军将领带回强军
梦；留日的李大钊、陈独秀、陈
望道等带回马克思主义，鲁迅、
郭沫若、田汉等带回文化启蒙；
留德的蔡元培、马君武等带回现
代大学制度；留法的周恩来、邓
小平、蔡和森等带回革命火种，
巴金、冼星海、徐悲鸿等带回缪
斯女神；留苏的瞿秋白、刘少
奇、张闻天等带回布尔什维克；
留美的詹天佑、钱学森等带回科
学精神⋯⋯在东京组建的同盟
会，创会成员以黄兴、宋教仁、
廖仲恺、秋瑾等留日学生为主
体，成立仅两年便有 960 多位留
日学生入盟。中共一大代表 12
人，8 人拥有留学经历。“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 23 名得主，21 名
为归国学人。时人惊呼：“留学生
者，20 世纪最美之词也，新世界
之主人翁也，强国之原素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育是
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

断。基于这一论断，新时代留学
事业务必站在更高远的历史站
位，打开更宽广的国际视野，练
就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在“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中确立方位，不断同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
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就
此，务必做好留学的战略布局，
以欧美发达国家为基础，扩大留
学版图，重点在于三条线：分布
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上
合组织国家，分布于“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周边国家，分布
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然
延伸的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对
于发达国家，本着不妄自菲薄的
态度，推进来华留学，擦亮“留
学中国”品牌；对于发展中国家
与新兴市场国家，本着不妄自尊
大的态度，推进出国留学，实现
留学目的地国家以及语种的全覆
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来把握航向，以正确
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来研
判世情，以共建“一带一路”作
顶层设计，留学事业定能为实现
伟大梦想提供坚实的国际化人才
支撑。

做好留学战略布局，服务伟大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
重要论断。新时代留学事业务必站在更高远的历史站位，
打开更宽广的国际视野，练就更深邃的战略眼光。

百年留学史铺展一串串留学
人员敢为人先的锐气，上下求索
的执着印迹。被毛泽东同志誉为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
培，留德汲取现代大学制度开辟
者洪堡思想之精粹，由此奠定中
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北大模式，并
把这所昔日的京师大学堂改造成
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
的策源地。

作为全球进步主义教育之地
并拥有杜威、桑代克、孟禄等教
育名家，哥伦比亚大学培养的中
国学子为 20 世纪中国教育改革
创新铸就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陶
行知、陈鹤琴、郭秉文、蒋梦麟、张
伯苓、胡适、马寅初、冯友兰、任鸿
隽、潘序伦、朱经农、刘湛恩、欧元
怀、陈裕光、杨荫榆、俞庆棠、潘光
旦、杨振声、严鹤龄⋯⋯这个留学
人员群体找准了专业优势和社会

发展的结合点，找准了先进知识
和我国实际的结合点，真正使创
新创造在中国教育版图上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
设教育强国等重大部署，以此回
应新时代新形势下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
学习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实施 6 年来，共建“一带一
路”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
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
放新格局，亦助力我国完善教育
对外开放布局，形成重点推进、
合作共赢的教育对外开放局面，
构建因地制宜、特色发展的教育
对外开放格局。开放激励改革，
开放倒逼改革，开放引领改革。

留学人员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
先，理应走在创新前列，勇当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
生力军，力争有所突破、有所发
展、有所建树。

当前国内教育改革发展所面
临的深层次矛盾，需要在更高层
次的教育对外开放中寻求良方。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
动的框架下发展留学事业，即为
更高层次的教育对外开放，亦为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应有之
义。务必把新时代留学事业置于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办人民满意教育的要求中。以统
筹谋划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来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学校师生
有序流动、教育资源高效配置、办
学理念互学互鉴，进而破解推进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瓶颈。

百年留学史证明，不论留学
人员身在何处，始终把祖国和人
民放在心里，自觉使个人成功的
果实结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
上。

今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南开大学时指出，南开
大学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这是南开的魂。1917 年，张伯
苓赴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归来遂
创办南开大学。该校是抗战时期
第一所被日寇毁掠并化为焦土的
高等学府。劫难当日下午，张伯
苓对媒体慷慨陈词：“敌人此次
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
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
而愈益奋励。”不到月余，张伯
苓 四 子 张 锡 祜 殉 国 ， 年 仅 26
岁。惊闻噩耗的张伯苓慨然道
出“吾早以此子许国”。曾就读
于法国里昂大学的陈毅和聂荣
臻，以开辟华中根据地和晋察
冀抗日根据地为民族解放立下
汗马功劳。钱学森突破麦卡锡
主义的重重封锁而决然投入祖
国怀抱。英国利兹大学博士黄

大 年 以 身 许 国 。 在 其 内 心 深
处，祖国需要就是最高追求，
为国担当即为人生信条。

习近平总书记把培养什么
人确立为教育的首要问题，把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确立为根本任务。作为教育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留学事业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共建“一带一路”落地生
根，唯有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
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构建人
文格局，支点在游走于中外文
化之间的留学人员。

留学人员是实现民心相通
的天然桥梁。留学事业要在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
爱国主义精神在留学人员心中
牢牢扎根。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
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需要
留学人员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
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
量，也是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
气。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列举现代名家
大师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
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
初、费孝通、钱钟书。这群学人
均为归国留学人员，虽西学深
厚，却自觉明晰为谁著书、为谁
立说，把学术论文书写在中华大
地上，其原创性的学术成就彰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

增强“四个自信”，激荡家
国情怀，留学人员须把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文化精神、文化创
新成果推广开来、弘扬起来、传
播出去，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
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
念、主张、方案。这既可助推国
际社会感知中国、理解中国、热
爱中国，亦可融通中国梦和世界
各国的梦，循着“一带一路”播
撒丝路精神的种子。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本文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托专
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教育
论述研究”成果）

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助力教育改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等重大部
署，以此回应新时代新形势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
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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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人 员 是
实 现 民 心 相 通 的
天然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