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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速递

《不一样的成长》发布

助力中国家庭了解国际教育

家长如何培养孩子的国际

化视野？留学到底值不值？申请

国外院校需要做哪些准备？海

外高校众多，专业和国家怎么

选择？这些留学意向家庭普遍

关心的问题，在日前发布的新

书《不一样的成长：写给中国家

庭的国际教育启蒙书》（简称

《不一样的成长》）中，给出了相

关答案。

据悉，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

团 CEO周成刚所著的《不一样

的成长》旨在助力中国家庭了解

国际教育，书中包含了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等 7 大主要留学目

的地和 50 所世界知名大学的介

绍。同时，汇集了 50 个国际教育

常见问题专业解答，以帮助中国

家长深入认识国际教育。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薛梓

□赵晓霞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来，是否出国留学成为

中国学子的两难选择。如今，随着各国入境政策的变

化以及海外院校线下教学的有序恢复，出国留学呈现

出怎样的新趋势？

留学申请数量实现增长

根据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机

构QS2021 年发布的《新冠疫情

如何影响全球留学生》数据，超

六成学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了留学计划。

家住北京的李美娜即是因

疫情推迟留学计划的学生之一。

“2020 年 7月，我本科毕业。为了

申请出国留学，我在毕业后未选

择就业，而是一边等待疫情形势

明朗后重新调整留学计划，一边

为出国留学做准备。”让李美娜

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 1 年

多，直到 2021 年，她才递出留学

申请。让她欣慰的是，目前已收

到英国几所院

校的录取通知。

“出国留学的大方向虽然没

变，但在留学目的国、留学院校

选择上，还是和当初的留学计划

有了较大调整。”李美娜说，“突

如其来的疫情不仅打乱了留学

节奏，也让我的一些观念发生了

变化，进而影响到了留学目的

国、留学专业的选择。但我有明

显的感觉，出国留学市场正在复

苏，周围不少同学开始继续之前

的留学计划。”

李美娜的感受在启德教育

日前在线发布的《2022 中国留

学白皮书》中得到了印证。根据

该《白皮书》数据，2021 年中国

学子出国留学申请数量实现同

比增长，英国已经连续 4 年稳

居中国学子留学意向选择的榜

首。

启德留学北京分公司副总

经理贾鸿岩表示，由于突如其来

的疫情冲击，2020 年留学市场遇

冷，2021 年则逐渐复苏，“根据我

们的自有客户数据，2021 年出国

申请的学生数量同比增长 8.19%。

2022 年留学市场将持续回暖”。

线下教学全面恢复
留学市场回暖背后是多个

主流留学目的地正在有序向留

学生重开大门。2021 年 5 月，美

国驻华大使馆恢复学生签证业

务；日前，新西兰政府正式宣布

边境逐步开放计划。根据这一计

划，自 2022 年 10 月起，新西兰

入境签证将全面恢复正常，以便

国际留学生从 2023 学年开始在

新西兰境内注册入学。

各留学目的地的国际学生

数据也是出国留学市场回暖的

佐证。据英国大学招生服务中

心《2021 年英国本科申请数据》

显示，中国内地学生的申请量

达到 28490 个，比 2020 年同期

（24430 个）增加 4060 个，增长

了 16.6%；澳大利亚内政事务

留学亚洲增长较快

《2022 中国留学白皮书》数

据显示，近两年，选择日本、新加

坡、中国香港等地的中国内地学

生越来越多，以亚洲地区为留学

目的地的留学申请增长明显。

贾鸿岩以一组数据来阐释

该趋势。据她介绍，启德留学客

户服务数据显示，2021 年整体申

请数量增长较高的留学目的地

包括中国香港（65.37%）、日本

（41.08%）、韩国（25.00%）、新加坡

（21.34%）、英国（17.20%）。此外，

2021 年 1 月至 7 月，求学香港的

咨询量相较 2020 年同期呈现大

幅度上升，同比增长为 126%。

就此数据变化，相关留学专

家表示，首先，留学亚洲升温是

近几年来的发展趋势，这背后既

有学费相对较低、文化适应相对

容易等因素，也有中国学子留学

理念变化的因素；其次，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留学亚洲明显

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内地学子的

青睐，这跟学子们在国际形势复

杂、疫情形势不明朗的背景之

下，希望选择就近留学的想法有

关；最后，一些学子考虑到疫情

影响，会将就近求学作为过渡，

目的在于为后续的留学目标打

下基础。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留学

亚洲的升温，一些亚洲院校的申

请要求也在提高。以新加坡为

例，相关数据显示，因申请人数

增长，新加坡院校提高了入学门

槛。比如，以往新加坡院校有些

专业的申请达到专业的均分和

雅思成绩要求即可，但现在有些

专业增加了 GRE 之类的成绩要

求。这就需要中国学子提前规

划，做好准备。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部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中

国赴澳学生批签总数中，高等

教育（20 岁以上）新签人数的占

比增长至 74.8%；法国高等教育

署数据显示，2020 年有近 3 万

名中国学生在法国留学，2021

年留法中国学生人数与 2020 年

同期相比增长了 22%。

与此同时，海外院校逐渐恢

复线下教学。2021 年秋季开学，

美国高校开放线下授课，英国高

校也全面恢复线下授课，加拿大

大部分高校恢复了线下教学；

2021 年冬季学期开始后，德国大

部分高校主要采取线下授课的

教学模式。

“这对即将踏上留学之路的

中国学子来说，是利好消息，因

为出国留学的收获不仅包括知

识的获得，还包括跨文化体验，

如果都是线上教学，后者会大打

折扣。”李美娜说。

□周姝芸

出国留学期间，论文写作既是重要学业任务，也是输出知识、交流学术的过程。中国留学生写作时如

何高效搜集文献、突破语言障碍，从而写出优质论文？听听有论文写作经验的过来人分享干货技巧。

用好教学资源
“我们学校很注重培养学生

的写作能力，每学期图书馆都会

组织新生参观，介绍馆藏学术资

源，举办文献检索、整理技巧的

相关讲座。”刘人博目前是韩国

延世大学对外韩语教育专业的

博士生。据他介绍，延世大学专

门为留学生设立了韩语、英语写

作支持机构，学生在写作构思上

需要指导或者初稿需要校正、润

色时，可通过学校写作服务中心

系统预约，然后会有专门的老师

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并提供

详细的反馈。

记者了解到，不少国外高校

都会开设各类学术写作课程，供

学生选择。刘人博所在院系开设

的韩语学术写作课程中，教授不

仅讲解论文写作技巧，也会讲评

每位学生的论文。

张珂通所就读的英国格拉

斯哥大学则既有为研究生开设

的学术英语课程，也有针对特定

学院的专业英语课程，比如工程

英语。

“我们学校会提供学术写作

辅导课程，并鼓励学生参与。”荷

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的博士生王鑫慧说，

“此类课程对写作的各个环节都

进行训练，着重培养学生的逻辑

思考能力。”

除了相关课程外，中国留

学生还可以通过和导师沟通得

到有关学术写作的专业建议。

“这学期，我每周都会和导师通

过邮件探讨、交换论文观点，这

有效地帮助我整理思路、找出

问题。”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读数字媒体与传播专业的李柏

贤谈到自身体会时说，“一定要

与导师多交流，他们有丰富的

经验，给出的意见既能推进论

文改进，还有助于论文获得更

高分数。”

突破语言障碍
在国外学习，如何用留学院

校要求的语言写出流畅、高质量

的论文，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是

不小的挑战。“论文语言相较于

平时写作还是有区别的，会更加

专业、严谨。”王鑫慧的体会是

“写作之前，要理清逻辑和思路，

这有助于论文表述清晰”。

除了清晰的思路，论文用词

也是影响内容质量的重要因素。

“我和教授讨论过留学生写作语

言的表达问题。”李柏贤说道，

“教授说，他们在读留学生论文

时，其实明白学生想表达的意

思，只是有些用词不是母语者的

习惯用法。”

对此，李柏贤分享了他的经

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课后多

和教授提问、沟通，次数多了就

会熟悉老师对相关问题的表达

方式。另外，日常学习看到地道

表述也要勤做记录。”

谈到中国留学生写作过程

中面对的语言障碍，刘人博从

心理层面给出他的看法。“作为

留学生，有时会先入为主地认

为自己在语言表达上处于弱

势，进而产生焦虑、有压力、不

自信等情绪。”他认为，虽然在

写作中外语表达能力不可或

缺，但不少同学并非外语能力

不足，而是写作思维能力有待

提升，包括叙事能力、逻辑思维

能力、谋篇布局能力、读者意识

等，即便用母语写作也会面临

同样的问题。

“写作的思维过程是可以进

行跨语言迁移的，语言表达只是

基础的技术，更重要的是研究内

容本身。”刘人博说，“其实中国

留学生在论文写作上有优势，因

为我们会多门语言，可以接触更

多文献资源，这些资源在我们的

积极调动和主动整合下，对写作

有很大帮助。”

多读优秀论文
写作是一个输出过程，想要

写出好论文必然离不开高质量

的输入，中国留学生可以通过哪

些渠道全面、高效搜集文献？阅

读文献时有哪些方法？

“谷歌学术网站、知名学术

出版社刊物、相关领域的权威杂

志都是搜集文献的渠道。”张珂

通说，“我建议在阅读文献时，同

学们先读原文，而不是读翻译后

的版本。如果无法掌握作者表

达、引申、阐释时的原文，会在之

后写作有一定表达障碍。”

“写自然科学类论文，还可

以通过学校提供的数据库搜集

信息，优点是专业权威。”王鑫慧

分享了她的体会，“在我看来，论

文写作固然有技巧，但如果想要

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

还是要加强平时积累———多看、

多读、多思考，学习高质量论文

的表达方式，潜移默化中提升写

作能力。”

“想写出好的论文，首先要

成为一位好的读者，读写之间的

关系不能割裂。”刘人博在阅读

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在阅

读文献时，会同时把握两条线

索，分别是看论文内容和语言表

达。”他进一步解释说，“看内容

时，特别关注作者从哪些角度进

行切入、研究对象的选定理由、

论文框架结构、段内逻辑展开方

式等，学习作者的思维方式。看

语言时，有意识地整理、积累优

质表达句式。”

除上述经验外，刘人博提醒

大家阅读文献时注意引用部分，

若有值得再次引用的，可以及时

记录下来。同时，对与该文章中

心词相关的、辅助论证的参考文

献可以做归类和总结。“在阅读

文献的过程中，我会边看边整理

笔记，尽量做到一篇论文不需要

重读，以提高科研效率。”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