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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环球周刊 留学·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今天的世
界是各国共同组成的命运共同体，要推
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促
进各国学生增进相互了解、树立世界眼
光、激发创新灵感，确立为人类和平与
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的远大志向。

当今，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发展
教育国际合作。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
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推力，又是中
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
们积极发展更加开放的教育，与更多
国家交流合作、共同进步，先后与 188
个国家和地区、46 个重要国际组织建
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中国主动
参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落实《仁川宣
言》《青岛宣言》，形成了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

来华留学是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
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
放进程，来华留学取得了显著发展。

一是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优
化。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
国。2018 年，共有来自 196 个国家和
地区的 49.2 万名留学生，在全国 1004
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育机
构学习，其中学历生 25.8 万人，占比
52.44％。学习工科、管理、理科、艺术、
农学的学生数量增长明显，同比增幅
均超过20%。

二是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管理机
制逐渐成熟。为使广大留学生在华拥
有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我们不断
加强政策引导，完善管理机制。目前
已形成了覆盖招生管理、医疗保险、签
证居留、教学培养等各个环节的政策
链条，为留学生来华学习提供了有力
保障。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优秀留学
生的资助力度。2018 年，中国政府奖
学金共资助 6.3 万名学生在华学习，其
中学历生占比90%。

在新的历史时期，来华留学已经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提
质增效”的发展阶段。我们将采取一
系列措施，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对优秀
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一是构建完整政策链条，保障国
际学生权益。2017年，我们出台了《学
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规定》，明
确国际学生的招收和培养条件，也明
确了学校和各部门的责任，为进一步
规范管理提供了法规依据。同年，

《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
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 出台，逐步打
通实习就业渠道，提升来华留学吸引
力。一些地方如北京中关村、上海自
贸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已经开始进
行有益尝试。

二是狠抓质量，打造“留学中国”
升级版。质量是留学的生命线，也是
吸引国际学生来华学习的最关键因
素。我们积极推动来华留学教育质量

规范建设，出台《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
质量规范（试行）》，要求高校将来华留
学生教育纳入全校的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中，实现统一标准的教学管理与考
试考核制度，提供平等一致的教学资
源与管理服务。同时鼓励第三方行业
组织制定行业协会认证标准并开展试
点认证工作，建立完善激励、认证、评
估、督查等质量保障机制，逐步完善来
华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我所在的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就承担了国家
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

教师是“教育第一资源”，是提高
教育质量的关键。我们坚持推进师资
建设，不断加大培训力度，在更多专业
领域布点建立国家级师资培训中心，
建立一支专业知识扎实、外语能力过
硬的师资队伍。同时，我们还设立了
两家英语授课师资培训中心，培训了
近千名英文授课教师。通过这一系列
举措，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留学中国
的含金量，使“留学中国”成为各国学
生光荣而骄傲的选择。

三是提升服务水平，增强在华留
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融入感。留学生的
在华生活体验是留学经历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丰富留学生在华生活，加深
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认识了
解，中国教育部自 2013 年起逐步打造
系列化的留学生体验和实践活动，先后
举办了“留动中国”在华留学生阳光运
动文化之旅、“感知中国”社会实践和文
化体验、来华留学生征文大赛等系列品
牌活动，吸引了许多留学生积极参与。
留学生深入高新企业、工业区、特色生
态农业区等开展各类主题活动，收获宝
贵的自然、文化和社会体验。

除第三方质量认证工作外，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中国教育界开
展民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全国性组
织，还充分调动国内外资源，搭建中外

教育高质量交流平台，积极服务双向
留学工作。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每年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会议包含中
国国际教育研讨会、中外院校项目合
作洽谈会和中国国际教育展三个板
块。年会期间，协会举办包括“来华留
学与学生服务国际研讨会”“教育国际
化与学生流动研讨会”等 20 多个平行
研讨会，积极宣传院校国际交流合作
成果，分享来华留学招收和管理经验，
凝聚深化教育合作的共识。洽谈会吸
引了来自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
所教育机构参展，参观人数多达 6 万

人，不断打造“来华留学”品牌和出国
留学平台。

去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明确
提出了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中
国将继续欢迎世界各国，特别是“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深
造，为各国学生来华留学提供良好的
学习与生活环境，进一步加强学生、学
者及科研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和民心相通，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本文系作者在俄罗斯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教育分论坛上的发言）

多措并举提升来华留学质量
刘利民 留学视线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清华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近日举行 2019 年夏季毕业
典礼，来自 11 个国家的 19 名留学生作
为中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公共管理
硕士，顺利完成在清华大学的学业，将
奔赴世界各地为“一带一路”事业添砖
加瓦。

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公共管理硕
士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陈江和
基金会资助、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主
办，清华大学承办。项目以高级政府官
员、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高校及学术机
构负责人为主要培养对象，依托公共管
理学科优势，有机结合公共管理前沿理
论、中国发展治理经验与“一带一路”
倡议内容，通过课程学习、社会实践、
论文写作等教学环节，培养了解中国国
情并具有国际事务洞察力和处理能力的
专业型、实践型人才。

该项目首届毕业生来自印尼、柬埔
寨、阿曼、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这是中国首个‘一
带一路’国际公共管理硕士项目，旨在
加强和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合作与交流，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培养高层次公共管理人才。”陈江
和基金会秘书长高宝玉说，首届硕士
项目学员的优异表现，完全达到了预
期目标。

“我希望毕业之后能够成为中巴两
国之间沟通的‘桥梁’，在我们国家基
础 建 设 和 推 动 两 国 关 系 方 面 发 挥 作
用。”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艾曼说。
作为三个女儿的爸爸，他认为“一带一
路”国际公共管理硕士项目帮助他实现
了梦想。

据悉，该项目的大部分留学生计划
毕业后从事“一带一路”相关工作，他
们将在中国和所在国经济、政治、文化
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下一阶段，陈江
和基金会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将在
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丰
富培养模式。目前，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公共管理硕士项目招生顺利进
行，人员层次、学术水平、社会成绩等
方面都有进一步提升。

围绕“一带一路”人才发展重点领
域，基金会还与清华大学合作，支持中
国法法律硕士项目，吸引“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各界精英学习跨国投资、知识
产权保护、商事仲裁等方面法律知识，
仅 2018 年就有来自 11 个国家的 14 名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与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和华侨大学合作，举办主题为“设
施联通、金融融通、贸易畅通”的高级
研修班，来自全球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名高级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知名
学者参与其中。

2016 年，陈江和宣布捐赠一亿元
人民币用于持续支持“一带一路”人才
发展。该项目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政、商、学界精英沟通交流，以人才
发展为纽带，积极打造“一带一路”倡
议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
命运共同体。

中国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公共管理硕士毕业

从今年 7 月起，随着 《国民健康保
险 法》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的修改，在韩国停留6个月以上的
国际学生将被强制要求参与国家医疗保
险体系，在韩留学生预计将支付更高的
医疗保险费用。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际学生使用
的是每年 10 万至 11 万韩元 （合 585 元
至643元人民币） 的私人健康保险，但
新规定将要求他们加入国家医保体系，
该 体 系 每 年 的 保 费 约 为 67.8 万 韩 元

（合 3967 元人民币）。据媒体报道，这
部法律的修订是为了防止在韩外国人滥
用国家保险制度，使自己支付少量保险
费却能获得昂贵的治疗。

《韩国时报》 报道称，韩国各大学
已呼吁对国际学生免签，青瓦台网上
的 一 份 请 愿 书 已 收 到 逾 3 万 人 次 签
名。去年，韩国大学和研究生院的国
际学生人数达到 142205 人，其中中
国 学 生 最 多 ， 其 次 是 越 南 和 蒙 古 学
生。一份报告显示，这些学生中大约
有 10 万人将受到新规定的影响。一名
韩国大学官员在网上请愿书中表示，

“这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来说将是
一个巨大的负担”。韩国教育部也表
示，将要求卫生部免除外国学生强制参
保的义务。

（谭佳 编译）

在韩留学生或将面临
医疗保险大幅涨价

留学观察

近期，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
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刘利民先后
赴俄罗斯、日本等国进行工作访问。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
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由
中国光明日报社和俄罗斯塔斯社
共同主办的“中俄互评人文交流
领域十大杰出人物”揭晓仪式于6
月5日在俄罗斯大剧院举行。刘利
民作为中方评委会联合主席宣布
俄方获奖名单，并获评塔斯社评
选的中方十大杰出人物。同时获
评该奖的还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中俄友协会长陈元，文化部
原部长王蒙，《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译者薛范等。评选活动不仅是
对入选者的肯定和表彰，还为中俄
两国人文领域的众多耕耘者提供了
交流平台，是增进中俄人文交流的
新举措、新亮点。经中俄人文合作
委员会中方秘书处 （教育部） 批
准，评选活动已被纳入中俄人文交
流机制活动框架。

6月30日，日本樱美林大学在
学校百人创新礼堂向刘利民授予荣
誉博士学位。刘利民在致答辞中表
示，这不仅是其个人的荣誉，更是
对中日教育交流与合作有杰出贡献
的友好人士的褒奖。2019年是中
日关系特别重要的年份，教育交流
应携手并肩向前走、深化合作重内
涵，特别要配合好年内启动的中日
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通过推
进高水平教育交流合作、联合培养
创新人才、加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
的广度和深度，开创中日教育交流
与合作的新篇章。

刘利民现任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留
苏分会会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 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理事，莫
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名誉博士。先后
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
国家级勋章——友谊勋章、俄罗斯
联邦总理金质奖章，荣获俄罗斯语
言文学最高奖——普希金奖等荣誉。

□新闻链接

从日本文部科学省于 2009 年开
始 实 施 “ 留 学 生 30 万 人 计 划 ”

（Global 30 Project），重点推进以
英文形式面向留学生授课相关措施，
再到 2014 年推出“超级国际化大学”

（Super Global University）项 目 ，
日本在吸引留学生方面下了大力气，
而近些年的赴日留学生人数也在不断
创下新高，日本吸引留学生政策成效
逐步凸显。然而在国际竞争以及日本
国内面临“东京一极集中”“地方消
亡”等问题的背景下，今后日本在吸
引留学生、推进教育国际化发展方面
也可谓困难重重。

赴日留学生人数创新高

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
援机构于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最新

《外国留学生调查报告》 显示，截至
2017 年 5 月 1 日，赴日留学人数达到
267042 人 ， 比 上 一 年 增 加 27755
人，同比增长 11.6%，创下历史新
高。

从赴日留学生的来源地区和国别
来看，2017 年度 93%的留学生来自
亚洲，达到 249242 人。其中，中国
和越南的留学生共占总体的 63.3%，
中国大陆留学生合计 107260 人，位
居第一，占 40.2%，之后依次为越南

（61671 人）、 尼 泊 尔 （21500 人）、
韩国 （15740 人）。从赴日留学生就
读的专业来看，人文学科以 124305
的人数位居第一，占总体的 46.5%，
之后依次为社会科学 （67664 人）、
工学 （30804人）、艺术 （8432人）。

从外国留学生的赴日地区来看，
东京坐拥 103456 名留学生，位居第

一，占赴日留学生总人数的 38.74%。
并且从近几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在东
京留学的学生数量呈爆炸式增长，
2013 年共有 60515 名留学生，2014
年共有 69903 名留学生，2015 年和
2016 年则分别增至 81543 和 92534
名留学生。另外，根据 2017 年日本
学生支援机构的调查，东京都内接收
留学生最多的前几名大学分别为早稻
田大学 （5072 人）、东京福祉大学

（3733人）、东京大学 （3618人）、庆
应义塾大学 （1677 人）、明治大学

（1456 人）、 东 京 工 业 大 学 （1432
人）、上智大学 （1307 人）。且近三
年这些大学接收留学生的人数都有不
同程度的增加，其中东京福祉大学增
加的幅度最大，2015 年仅有 1403 名
留学生，2016 年达到 3000 人，2017
年则有3722人。

“超级国际化大学”政策
成效凸显

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之所以呈爆炸
式增长，与日本实施的一系列留学生
政策密切相关。2014 年，日本文部

科学省为了鼓励大学进一步加速国际
化进程，将原来实行的“留学生 30
万人计划”项目升级为“超级国际化
大学”项目，推进国内顶尖大学向国
际化进军，同时鼓励日本国内大学进
行改革，将入选的 37 所大学细分为
匹敌国际顶尖学府的国际化大学和
牵引地方发展的国际化大学，均提
供重点财政支持。“超级国际化大
学”项目吸引了更多的外国留学生赴
日留学。参与该项目的高校基本都是
在 日 本 乃 至 全 世 界 声 誉 颇 高 的 大
学，通过该项目赴日留学的外国学
生无须掌握日语，可以就读英语授
课项目，同时学习免费的日语语言
课程。

在“超级国际化大学”项目的倡
导下，东京各大高校也纷纷出台了各
种方案吸引留学生。例如，庆应义塾
大学于 2014 年开始实行“兄弟高校
计划”，接收更多的交换留学生；立
教大学于 2017 年开始实行“全球人
文学科计划”，留学生可通过就读英
语授课项目获得学位；筑波大学则
是为了方便美国、英国等自 9 月份开
始新学年的留学生，从 2016 年开始

在个别项目上接收 9 月入学的留学
生；法政大学为了吸引更多的留学
生，与中国的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
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福州大
学、福建师范大学五大高校签订协
议，在中国实施研究生入学考试，合
格者可作为特别研究生进入法政大学
就读，并于次年 4 月直接成为正式研
究生。

奖学金与工作条件放宽

为赴日留学生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也是吸引外国学生的途径之一。根据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发布的 《2018—
2019 年日本留学奖学金手册》，赴日
留学的外国学生不仅有日本文部科学
省提供的丰厚奖学金，也能获得日本
学生支援机构提供的奖学金。此外，
来自日本地方政府、民间团体的奖学
金也为赴日留学生减轻了不少经济负
担。例如，东京都新宿区地方政府
为新宿区内符合要求的高校留学生
每年提供 24 万日元的外国留学生学
习奖励金，渥美国际交流财团、鹿
岛育英会、国际协和奖学会、东燃

国际奖学财团等民间团体也为赴东
京留学的外国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
金。

由于日本少子化的情况不断恶
化，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也仍在持续，
日本政府积极推进放宽留学生在日工
作限制相关措施，以吸引更多外国人
赴日留学。外国留学生从日本大学毕
业后，满足年收入 300 万日元以上、
在使用日语交流的工作单位就职的条
件，则将不受行业和领域限制被授予
外国人在留资格。例如，东京都为了
吸引更多优秀的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留
日工作，在 《东京都多文化共生推进
方针》 中明确指出，为了扩大留学生
在东京就业的机会，东京都不仅需要
教给留学生就业的一些技巧，也需要
向留学生介绍雇用外国人较多的企
业。并且，东京都构建了专门为外国
人提供就业信息的网站——东京外国
人雇佣服务中心，该网站成为留学生
和东京企业沟通的桥梁。留学生可以
通过该网站获取企业招聘的相关信
息，也能了解日本企业文化，同时学
习一些商务技能；企业则可以获得更
多国际化的人才，促进企业的国际化
发展。

吸引留学生前景不容乐观

从当前来看，赴日留学生数量即
将突破 30 万人，而致力于打造世界
第一城市的东京仍在大力吸引更多的
外国留学生，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东京都内的留学生数量还将继续增
长。另一方面，因人口资源等过度集
聚东京圈的“东京一极集中”，导致
日本许多地方发展乏力出现“地方消
亡”现象，因此国家层面开始实施地
方振兴计划，并禁止东京核心地带的
大学扩招学生。虽然东京都知事小池
百合子公开反对这一国家政策，认为
这会一定程度上阻碍东京的国际化进
程，但旨在实现地方振兴进而推动日
本整体发展的国家顶层规划可谓不可
撼动。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密集也带
来了交通堵塞、物价高涨、环境恶化
等“大都市病”，东京能否保持对外
国留学生的高吸引力，也成为一个问
题。此外，日本周边部分国家同样面
临少子化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能
会开始吸引本国学生回国发展，同时
与日本争夺外国留学生。这对日本来
说也是一个重大挑战。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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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资讯

为吸引留学生，日本
近年来推出了“超级国际
化大学”项目。参与该项
目的日本高校在日本乃至
全球享有较高声誉。通过
该项目赴日留学的外国学
生，无需掌握日语，可以
直接进入英语授课项目，
并参加免费的日语语言课
程。此外，日本提供了丰
厚的奖学金，放宽留学生
在日工作限制，以吸引更
多赴日留学生。

日本大学校园一景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