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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环球周刊 留学·
独家访谈

留学资讯

英国大学联盟日前表示，英国高
等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并吸引了
世界各地的学生来英国大学学习。然
而，就将短期的海外学习、工作或志
愿服务作为学位的一部分而言，英国
大学落后于其他国家。这种局面正逐
渐开始改变，自2017年以来，英国
各院校推出了鼓励学生在攻读学位期
间出国的创新方式。其重点是提供更
灵活和短期的机会，并将流动性融入
国内项目和实习，这两种方式都能鼓
励更大范围的学生流动。

英国学生流动总数总体呈现温和
增长，并伴随着更大程度的多样化。
欧洲和全球英语圈国家仍然是英国流
动学生的主要目的地。然而，有迹象
显示，英国学生选择更远国家的年增
长率有所上升，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据统计，2017—2018学年共
有930名英国学生在日本进行短期访
问，比 2016—2017 学年增长了约
25%，与2015—2016学年相比增长
了37%。这一数字虽小，但增长显
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大学
加强了与日本大学的伙伴关系，并在
日本研究项目框架之外协调了更多的
交流协议和短期交流机会。这也可能
反映出，总体而言，英国人对日本越
来越感兴趣，尤其是年轻人。

自2012年以来，日本政府推出
了各种政策、举措，斥资支持大学国
际化，以缓解日本的人口赤字、经济
停滞和文化孤立。作为回应，日本大
学大幅增加了国际学生的招生人数。
他们现在正将注意力转向亚洲以外的
多元化国际学生，并为国内学生提供
更多与全球接触的机会。日本大学认
识到，短期交流协议最有可能取得成
功，自2010年以来，参加短期流动
项目的日本学生人数增加了430%。
短期协议缓解了在英国和日本出现的
流动性障碍，包括交换期间高昂的住
宿和生活成本、语言能力焦虑、学分
转移与学时设置的挑战，以及学生对
进入职场的担忧。

（张佳）

英日加强短交期交流

英国留学日本学生增多

阿联酋，一个热门的旅游国家，
但是对于这里的教育，很多人比较陌
生。近年来，阿联酋在高等教育领域
取得了较大发展，对于国际学生的吸
引力也进一步增强。

根据QS世界大学排名，阿联酋
已有8所大学跻身全球前3％。有两
所大学首次上榜2019年泰晤士高等
教育亚洲大学排名榜的前50名。阿联
酋目前拥有超过70所经阿联酋教育部
认证的国际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包括
法国索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和美国纽
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被认为是世界
上拥有最多分校的国家。仅在迪拜，
就有33所国际大学的分校。过去10
年中，阿联酋的国际学生人数出现大
幅增长。

近日，阿联酋教育部评估与教育
事务助理副秘书长哈桑·奥贝德·阿
尔梅里 （Hassan Obaid AlMhei-
ri）接受了本报专访，详细介绍了阿
联酋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

具有多元文化的国际化国家

记者：目前，阿联酋高校中的中
国学生和其他国家国际学生的比例如
何？在今后的招生中将有什么趋势？
首先请您做简要介绍。

哈桑·奥贝德·阿尔梅里：阿联
酋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国家，有着多
元文化，同时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公民在阿联酋生活、求学。此外，
现在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阿联酋高校
就读，我们的目标是增加在阿联酋学
习的中国学生数量。在今年的中国国
际教育年会中，我们针对在阿联酋的
学习和生活，回答了中国学生和家长
的许多问题。我们还有很多项目在进
一步提升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比
如，阿联酋的一些大学今年开始教授
中文课程，也开设了很多中国文化的
课程。这样我们能在中国和阿联酋两
国之间有更多的文化交流。

记者：如今，阿联酋被认为是世
界上拥有最多分校的国家，仅在迪拜

就有33所国际大学分校。阿联酋与各
国大学如此紧密合作的初衷是什么？
在教育教学方面，阿联酋本土教育如
何与其他国家的教育相融合？

哈桑·奥贝德·阿尔梅里：我们
现在引入更多的国际一流大学建立分
校，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同时能够给阿联酋的公民以及居住在
阿联酋的国际居民提供更多选择。我
们注重的是教育质量，并不是说学校
越多越好。美国纽约大学、法国索邦
大学在阿联酋也有分校。在未来，中
国的大学也可以在阿联酋开设分校，
我们会有更多的专业选择和就业机
会，这样能够和阿联酋本土的院校进
行更多竞争与合作。

记者：阿联酋教育部和大学有哪
些与中国高校的合作计划？

哈桑·奥贝德·阿尔梅里：未来
我们也会更加专注文化的交流来进一
步巩固两国的合作。在阿联酋，现在
已经有200所学校教授中文，包括小
学、初中、高中。在大学里，我们一
般使用英语和阿拉伯语授课，但现在
增加了中文语言课程，希望能够让阿
联酋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加强
两国的交流。另外，我们也把更多中
国故事和小说翻译成阿拉伯语，能够
让阿拉伯学生来习读。

今年，中阿两国元首进行了互
访，同时签署了最新的战略合作协
议，旨在未来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教
育，并促进合作。我们将按照战略协
议的规划，加强彼此联系，进行更多
交流。现在，我们与中国大学之间已
经建立了很多互访的机制，还有教职
员工间的交流活动，以及学生间的互
访活动，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中国学生
来阿联酋学习、工作。

注重科学、技术与工程
学的教育

记者：相比于欧美的传统高校，
阿联酋的大学及其教育有何独特性？

哈桑·奥贝德·阿尔梅里：阿联

酋教育符合国际标准，很多院校，尤
其是高等教育院校，都是用英语授课
的。所以我们的教育机构和欧美国家
的类似，有很多大学在国际上排名靠
前。而且，我们和中国在整个教育投
入的兴趣点上志同道合。比如，两国
都注重科学、技术与工程学的教育。
对于中国的学生，在欧美能找到的机
会，在阿联酋都能找到。同时，两国
在文化上来说有很多相通之处。此
外，中国和阿联酋两国都注重在航空
领域的发展。最近刚有一个阿联酋的
宇航员登陆了空间站，很快我们也会
发射阿联酋的一颗卫星，中国也致力
于同样的目标。此外，我们最近刚刚
设立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学校，叫作
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
学，这个也是针对未来进行投资的一
所大学，也是我们两个国家都比较感
兴趣的领域。

记者：如今，科技发展不可阻
挡。在您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高
等教育应该如何调整，需要进行什么
样的开拓和转变？

哈桑·奥贝德·阿尔梅里：阿联
酋和中国政府都希望尽早地、有计划
地来进行科技方面的人才培养。比如
说在阿联酋，整个教育系统和课程都
进行了一些改革。我们融入了英语教
学、STEM课程，按照国际标准来授
课的。我们也进行很多国际化的合
作，比如科学创新方面的研究合作，
中国的研究人员和阿联酋研究人员建
立了很好的合作，这样能够促进两国
科技和教育的发展。

留学生将助力两国交流合作

记者：阿联酋对国际学生是否提
供奖学金？国际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
机会如何？

哈桑·奥贝德·阿尔梅里：阿联
酋的大学都提供给留学生不同的奖学
金，在本科、研究生阶段，完全可
以覆盖他们在学习上的全部花费。
此外，在阿联酋学习的中国学生申请

基金也是很便利的，可以在阿联酋
办理整个流程，帮助他们的学习、生
活。

阿联酋还可以提供很好的就业机
会，也可以帮助中国的毕业生自主创
业，增进阿联酋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
系。例如，阿联酋政府非常重视技术
创新，对于那些希望在阿联酋的大学
毕业之后创业的学生们，也会提供支
持。因为阿联酋是中国丝绸之路上的
一个重要枢纽国家，所以两国未来的
合作可以更加深远，比如在技术、计
算机科学、交通运输、航空、旅游等
领域都会有更多的机会。

记者：赴阿联酋留学的国际学生
应该做哪些准备？

哈桑·奥贝德·阿尔梅里：虽然
我们和中国拥有不同的文化，但我
们是能够共同发展的。比如说在阿
联酋的中国公民，可以庆祝中国
的传统节日，他们也可以感受阿
联酋的传统习俗。阿联酋对不同文
化能够包容、共同发展。我们的网站

“学在阿联酋”里面包含了很多重要
的信息和一些指导性的资料。中
国 学 生 可 以 看 看 资 料 来 进 行 选
择。我觉得，中国的学生是很容
易适应阿联酋的生活节奏和环境
的。网站上也有很多关于文化方面
的指南和信息，中国学生也可以提
前参观一下目标学校，了解整个申
请流程。

阿联酋：世界名校在这里聚集集
——专访阿联酋教育部官员哈桑·奥贝德·阿尔梅里

本报记者 张东

视觉中国 供图

坚持立德树人宗旨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少年宫“三位一体”校外教育新范式纪实

“三位一体”是为打通校内外教育
的壁垒、实现青少年全面发展而创新
构建的校外教育范式，是鄂尔多斯市
康巴什区教体部门以鄂尔多斯少年宫
为依托，统整学生综合实践活动、兴
趣特长培养和研学旅行活动的一次教
育创新改革之举，实现了校外教育统
一建构、统一管理，减轻了学校的办
学压力，同时达到了深度优化校外教
育资源的目的。

“三位一体”新范式的构建初心
就是要让立德树人落地，让素质教
育落地。鄂尔多斯少年宫以“齐创
新、共快乐、同成长”作为办宫理
念，强调尊重学生的独立性、差异
性和创造性，鼓励自主学习、自主
成长、自主创新，注重合作学习、
实践学习、发现学习，以培养学生

的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为目标，解
决学生在美育、劳动教育、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方面
不足的问题，通过校内外协同育人、
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
人，转变育人方式，实现“五育”并
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

根据《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指导
纲要》、“国家教育部门等11部门关于
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中
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和《中国学生发
展的核心素养》等文件精神，少年宫
提炼出校外教育的育人目标体系关键
词：培养有文化、会生活、能创新、
善审美、有责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根据“三位一体”新范式的
整体规划，少年宫将课程内容划分为
综合实践活动、兴趣特长培训和俱乐

部研学三个板块，每个板块下细分为
五个领域，每个领域有若干个系列课
程或项目支撑，在系列或项目中具体
的课程数量没有限制，课程容量可以
自由伸缩，给了教师极大的可以自由
发挥的空间，不断为学生提供丰富的
课程内容。

鄂尔多斯少年宫构建了一套十分
完备的校外课程体系：纵向包括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
价；横向则分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兴趣特长培训课程和俱乐部研学课
程。整个课程体系的结构横纵交织形
成一个有机整体。

课程实施采用跨学科融合课程，
其中综合实践活动实行“主题链式融
合课程体系”——包括同题多项链式
融合和同项多科链式融合，兴趣培训

实行“基础课程+社团课程+主题活动
融合课程”形式，俱乐部研学实行

“深度体验式主题研学课程体系”。所
有课程都有一条主线——融合。三大
板块课程内部也彼此相连、环环相
扣、纵横交织。

为满足所有课程的开展，少年宫
将教室划分为通用型教室和专用型教
室。通用型教室配备基本的教学设
备，适用多数课程；专用型教室适用
于需要专业学习的课程，如攀岩馆、
酿酒室、烘焙室、航模室、木工室、
中药室、军事展览室等。

康巴什区教体部门优化了校内外
教育职能和教育结构，确定鄂尔多
斯少年宫为学生社会实践，劳动实
践，艺术、科技等特长学习和研学
旅行活动的主要场所，有力地补充

和延伸了学校教育，这一创新改革
也为全国校内外教育创新发展提供
了新的思路。

在教体部门统筹规划、统一领导
下，全区所有中小学校学生的实践学
习（综合实践活动、研学旅行活动）
在鄂尔多斯少年宫统一进行。

少年宫自2012年成立以来，综合
实践活动接待量已经突破1万人次每
学年，兴趣特长培训招收学员超过
9000人次每学年，俱乐部研学共组织
主题活动约 200 余场，参与人数约
5000余人次；组织冬夏令营约80余
期，参与人数约4000人次；组织研学
活动约100余场，参与学生人数8000
人次，接待外省区来鄂尔多斯研学的
人数超过了5000人次。赢得社会、家
长、学生的一致赞誉。

“三位一体”新范式经过7年的发
展已经越来越成熟，立德树人不再是
一句空话，学生的核心素养在学习中
不断地提升，实践证明，康巴什区教
体部门创新构建的“三位一体”新范
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受到了教育同
仁的广泛好评。

鄂尔多斯少年宫将继续从顶层设
计和机构管理等方面对“三位一体”
新范式进行完善，同时注重课程质量
提升，将美育、劳动教育、创新教育
不断渗透到课程之中，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铸就教育之魂；进一步打通校内
外教育壁垒，完善校内外联动机制，
进一步提升融合品质，不断扩大校外
教育空间，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而努力奋斗。

（李美荣 王晓燕）

“思政课堂”为立德树人教育立方向

中心校立足实际落实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
上的精神，大力推进立德树人。邀请全国名家、
名师对28名思政课教师进行了多次培训，为思政
教育举旗定向。学校还将思政课与立德树人深度
融合，开展课程育人、环境育人、榜样育人、文
化育人，并贯穿学科教学的全过程。

在此基础上，学校开发出校园、家庭、社会
育人等校本课程，将立德树人与学雷锋活动、社
区服务、创建卫生城活动等有机结合，让学生在
参与活动中增长见识、学会做人、厚基人生，构
建起全员、全程、全科育人的浓烈氛围。

“机制创新”为高质量教育夯实基础

近几年，朝阳中心校在域内各校落实全员竞
聘机制，域内中小学先后有6位副校长和8名中层
干部退出岗位，6位青年干部脱颖而出担当重任，

10名干部到条件较弱的学校任职履责。学校创新
的“能者上、庸者下、全流动、担使命”的长效
管理机制，培养了一批能担当敢作为的干部。各
校有1人获省优秀教师、5名干部被评为“市十佳
校长”，其中1人被评为市名校长、1人被评为市
名师；13名教师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班主任。

“名师带动”为实现创新发展立新功

朝阳街道有8个“名师工作室”分布各校，携
手64名中青年党员和80名学科骨干，支撑起了

“高质量发展”的四梁八柱。他们通过党员先锋示
范课、名师讲堂、新课改研讨会等形式，激活教
育质量的“快捷键”，为学校的创新发展增添了新
动力。

张华、颜晓晖、宋娟、张燕伟、李仁霞等5个
“党员名师工作室”，在全市学科课堂教学竞赛中
取得骄人成绩，各街道学科教学成绩在全市质量
抽测中均名列前茅。

“思维课堂”助推高效育人扬帆远航

朝阳“思维导图”教学改革经验在全市小有
名气。2019年中心校又创建了“思维发展型课
堂”，实现了“为师生减负增效”的目标。学校通
过名师引领、课堂达标、经验推进等活动，成立

“思维导图”教学研究会、学科教学导师团、青年
教师研修班，将“思维导图”教学研究引向深入。

2019年5月，学校成功承办了“高密市双向
预约教研机制成果展示暨朝阳街道教研学一体化
现场观摩会”。中心校和域内5所小学作了典型发
言；15名教师进行了“思维导图教学现场展示”；
先后有15名教师到市内外学校举行示范课，得到
了教育同仁的好评。

“智慧教育”为实现教育现代化添活力

近年来，中心校精心打造智慧校园，促进了
学校优质均衡发展。各校实现了网络全覆盖，一

体机、云桌面、学乐云、创客中心、数字化体验
室、智能教室等全部配套；“名师网络课堂+线
下教师辅导”的双师教学新样态走进了课堂。
朝阳第二小学是打造智慧校园的“样板”，学生未
来教育体验中心全部建成，计算机编程和无人
机项目课程已开课，3D打印体验优秀作品布满
展厅。

智慧校园建设结硕果。学校先后有16名学生
在潍坊市第18届青少年机器人大赛中获得大奖；
学校无人机代表队参加潍坊技能比赛获得佳绩。
在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大赛中，朝阳中学代
表队获“编程猫创新编程”中学组三等奖。在

“2019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中，东栾小学代表
队获得青少年组轨迹赛二等奖。

心中有信仰，脚下就有力量。初心使命为引
领，提升质量育新人，使朝阳街道中心学校实现
了新跨越，为全面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探索了新路。
（山东省高密市朝阳街道中心学校校长 葛玉海）

初心使命为引领 提升质量育新人
——山东省高密市朝阳街道中心学校特色纪实

近年来，山东省高密市朝
阳街道中心学校始终把“高质
量育人”的使命放在头等位
置，全面实施党建引领，提升
校长的治校育人能力，落实
“书记抓、抓书记”机制，使
中小学党支部书记的能力得到
了全面提升。中心校启动“书
记项目”研究，坚持问题导
向，启动精准用力，实施立项
突破，引领域内7所学校支部
书记担当作为。由朝阳小学牵
头的“抓实党建，丰厚养正教
育内涵”、朝阳二小牵头的
“经典养德，美育塑魂”等项
目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