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视窗

丛珊，因 1982 年拍摄电影《牧马人》而
被大家熟知。

丛珊从上中央戏剧学院一年级起就开
始拍戏，非常忙，其间受到了很多的压力。有
些人说她不会演舞台剧只会演电影，于是她
很想继续提升自己。 1987年，一个偶然的机
会，她得到了法国政府的邀请，赴法兰西国
家高等戏剧艺术学院进修。

初到法国的丛珊为了提高语言能力，先
读了 7 个月的语言班，每天 5 个小时的高强
度学习，加上大量的作业，在 7 个月的时间
里她的语言水平突飞猛进。 7 个月后，她才
顺利进入法兰西国家高等戏剧艺术学院进

修。 在法国的 5年间，丛珊认真学习舞台剧，
也演了很多舞台剧。 有一部根据中国的《列
子》改编的舞台剧受到了很多的好评，全法
文的台词让丛珊下了很多功夫，导演评价她
“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专业的演员”。

在法国，丛珊也遇到了很多国外求学者
常遇到的障碍：语言交流以及不同文化差异
的冲突。 在进修的时候，同班同学听老师讲
“莫里埃”就能理解全部意思，而她却要翻阅
全部的资料后才能弄清楚意思。不仅课程紧
张，还要自己做饭吃。

丛珊谈起自己的留学生活虽然比较简
单，但却有她“过来人”自己的见解。

她说：“我非常拥护出国留学，因为在中
国国内教育的整个过程当中，学生们的学习
成绩可能会非常好，但是很多方面比如说人
际交往、生存能力、处理问题能力等比较差，
全是依靠家长。 所以，出国学习是能锻炼一
个人对自己负责任的好时机。 ”

不是有人给你做饭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生，而是你能掌控自己人生的时候才是一种
真正的本事。 在国内特别呵护的环境下是学
不到这些的。到了国外，新的环境会教会你怎
么去交际和生存。 留学对于丛珊来说不仅仅
是一个学识的提高， 更多的是能力的提升。

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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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赴澳留学新趋势
房地产和红酒相关专业受关注
《报告》指出，目前赴澳大利亚读

书的中国学生， 专业选择集中在商科
和工科。 启德教育集团澳新项目总监
冼蔚璇表示， 随着澳大利亚房地产市
场的迅速走热， 跟房地产相关的专业
开始受到中国学生的关注， 如工料测
量、 工程造价、 物业管理和营建管理
等。 目前，南澳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和
邦德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房地产投
资、管理及建造相关专业。

澳大利亚的红酒相关专业也独具
特色。《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是世界重
要的红酒产地之一， 而南澳地区的红
酒产量长期稳居世界前茅。 坐落在澳
大利亚南部阿德莱德市的阿德莱德大学，其
红酒制造专业常年排名世界第二。 近年来，该
校开设了红酒营销专业， 该专业致力于培养
符合全球红酒产业需要的全方位红酒营销人
才，目前很受中国学生的青睐。

澳大利亚一些出乎人们意料的新兴专业
开始走红， 比如与脊柱矫正和职业治疗方向
相关的专业。根据美国薪酬调查机构 PayScale
的统计，目前相关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平均薪
酬能达到每年 6 万澳元左右（约合人民币 32
万元）。

用高考成绩申请澳大利亚名校
目前， 澳大利亚有 24所大学认可中国的

高考成绩。在澳大利亚八校联盟中，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西澳大学、新南威尔士大
学、蒙纳士大学、昆士兰大学和阿德莱德大学，
均接受中国高考成绩作为学业考核标准。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高校大部分专业
的本科学制为 3 年， 不同院校不同专业的硕
士课程设置多有不同。 目前比较受欢迎的是
学制在一年至两年半的授课型研究生课程。
如果申请人未来想继续读博士， 则需选择研

究型硕士课程。 如果中国学生想在澳大利亚
完成本硕课程，最快只需 4 年时间，相比北美
国家，在时间上有很大优势。

中小学教育异军突起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教育虽不及欧美那样

备受中国人关注， 但近年来大有异军突起之
势。《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学根据办学机
构的不同分为三类：公立、私立及教会中学。

公立中学主要服务于当地居民的义务教
育，因此对本地学生是全免费的；国际学生如
果想就读公立中学，需要缴纳一定的学费，每

年在 1.2万至 1.6万澳元（约合人民币
6.3 万元至 8.4 万元）。 私立中学大多
由社会团体出资， 本地学生和国际学
生都要缴纳学费， 且相关费用远高于
公立中学。教会中学比较特殊，虽然看
上去宗教色彩很强， 但校方不会强制
学生信教， 只会在选修课中添加一些
宗教课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选修。

《报告》提到，澳大利亚每个州的
学费标准不一样。另外，如果申请人是
18 岁以下的国际学生，拿到录取通知
后，其父母可以申请到澳大利亚陪读。

五大高薪行业
根据目前澳方的政策，2011 年 11

月 5 日后获得国际学生签证的学生，
在澳大利亚完成本科学位课程或 2 年以上硕
士学位课程后，即可申请工作签证。 该签证允
许国际学生在澳大利亚工作 2 年时间， 如其
间找到合适的雇用单位， 可以继续延长签证
期限。

具体来看， 澳大利亚五大高薪行业分别
是矿产能源、战略咨询、建设管理、工程师和
信息技术，这五大职业的平均年薪均达 10 万
澳元左右。 四大平均薪酬增长最快的职业方
向分别是病理学、数学统计及信息科学、表演
艺术、自然疗法和替代医学。 张宝钰

在选择美国学校的时候， 几乎所
有的中国父母和孩子都不会把学校食
堂的饭菜质量纳入考虑范围。 一旦孩
子来到美国学习生活后，问题就来了！
我就经常听到中国留学生抱怨， 在美
国留学，最不适应的就是饮食。

所以，当我们选择来美国留学时，
学校食堂最好作为一个参考标准。 而
一所学校食堂的评估标准， 都可以从
用餐环境、 饭菜种类和味道以及营养
健康这 3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从用餐环境看，美国有不少
有关学校食堂级别的排行榜， 但这个
排名也只能仁者见仁。其实在美国，没
有几所大学的食堂比哈佛大学的更气
派了。 装修风格是 18 世纪的宫廷风，
有巨大的吊灯， 天花板是令人心旷神

怡的彩色玻璃。 这里的每个食堂都带有浓郁
的美国地方特色。有一次，几个学生请我去哈
佛食堂吃饭， 学生们一致推荐新英格兰海鲜
浓汤给我，那个汤让我大开眼界，因为汤不是
放在普通瓷碗中， 而是装在一个掏空的硬面
包里。

其次，从饭菜种类上看，美国许多大学都
采用“餐饮计划”制度，你可以选择花费最多
的“无限享用计划”，这样你就能天天去食堂
吃饭， 而且可以不限次数和饭菜品种地大吃
特吃；你也可以选择收费较低，即每月 48 餐
或 24餐的“定额计划”。 一般来说，新生会被
强制参加“餐饮计划”，大一必须在食堂就餐。
等到了大二后， 就可以选择去学校外面吃饭
了。

美国大学食堂的主流是自助餐， 品种主
要是美式色拉、汉堡、披萨、炸鸡、薯条、三明
治、可乐等组成的快餐，基本很少变换花样。
这种快餐，刚开始吃会觉得新鲜美味，但超过
一星期就会腻， 而这也是中国留学生抱怨的
根本原因。

一些学校食堂考虑到学生的不同需求，
也会提供一些国际化的饮食， 比如一些“中
餐”。这里的中餐仅限于酱油炒饭、炒面、糖醋
肉之类， 种类非常有限， 味道也根本不像中
餐。有些食堂能提供自助式小炒，让学生自己
选择菜料和酱汁（品种有限），厨师再帮你炒
出来。 这种“中餐”和真正的中餐相去甚远。

比起用餐环境、饭菜种类，美国有很多大
学食堂更关注营养健康。 如欧博林学院的食
堂，就提供了有机食品、全素饮食、本地农场
产品等品种供学生选择。

冯禹

英国的教育可不是放羊的。 就拿我
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第一学期来说，在
读到发晕、写到手软的过程中，我的期
末论文伴随着胃痛在死亡线前 2 天才
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别看一个学期挺长的， 有 10 个星
期，但是其实从第二个月开始就已经着
手准备学期末的考核了。 而每次上小课
前被布置的阅读巨多，直读得我腹中空
空，眼冒绿光。

至于何为小课，其实平时上课方式
分两种，一种是大课，所有人一起听，老
师纯粹讲课程的一些基本要点，可以不
去；一种是小课，学生被分成小组分时
段跟老师沟通，对课程要点进行深入讨
论， 需要学生在上课前做大量的工作，
主要是阅读。 对了，学生是不允许缺小
课的，2次缺勤就意味着这门课挂了。

而老师一般开讲的时候就会告诉
你有几本相关教材是要读的，但学校图
书馆的书总是不够的，要么就只有蹲点
守着， 看到有谁还了就一窝蜂冲上去
抢， 可是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同学，真
要抢起来怎么也要保持点风度什么的，
尤其是有女同学也在抢的时候。 没辙，
后来不知谁提议的，去距离圣安德鲁斯
30 分钟远的另外一座城市中的 2 所大
学去“抢”。

抢完就差最后一步———复印了。 学

校复印 5 便士一张，一学期下来要印多
少，读书贵啊。 每天我都读得天晕地转
的，眼睛又近视了不少。 但更可怕的是
写。 英国人的系统是这样的，作为一名
研究生， 你不需要有很多的创意想法，
你需要的是将你广泛阅读后的东西总
结出来。

但是第一学期写作业时，大家都是
按照自己原有的方式，尽可能从阅读中
升华出自己的观点。 结果交上去老师的
话活活气死你：“这是你自己的观点？ 我
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哦。 ”

于是大家义愤填膺、理直气壮地争
辩着。 好，这个过去了，一看分数，什么，
才 14（圣安德鲁斯大学采取 20 分制）？
再去找老师理论，一句“你 references 不
够”，就硬邦邦地被顶回来了。 原来，他
们需要的是读读读， 引用引用引用，你
可以全篇文章都引用你读过的东西，只
要注明了引用出处，然后有条理逻辑就
OK。

我这学期最后一门课的论文（要求
3500 字） 经过一番彻夜奋笔疾书后，在
交论文的倒数第二天早上 6 点，写下了
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一数，3499个字。 我
仰天狂笑， 颓然倒下———“是谁说的胃
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 ”我倒在床
上，愤愤骂道。

Uncle� Tony

如同生活中要做的每一个选择一
样，选课也是将功利需要与兴趣综合权
衡的过程。 对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
说，兴趣是他们选课时所考量的首要因
素，但若完全凭兴趣而不事先了解课程
内容和课程难度，到上课时则会发现选
课结果和自己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提前了解预选课程的授课内容和
考试形式，再确定要不要选该门课是必
要的。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读硕士的
李芳介绍，每个专业都会出一本指导手
册， 其上列明了相应的学习计划和选课
范围，即每学年、每学期要修多少学分。
学生需要算好总的学分， 分清必修和选
修，然后做出符合自己专业计划的选择。
“我们一般是先挑出自己喜欢的课程，然
后权衡一下课程的难度以及是否与其他
课程的上课时间冲突，再做决定。 ”李芳说。

听取师兄师姐和当地同学的相关选课经
验，有时候比找指导老师还管用。 刚去日本山
口大学的李青说：“在选课前会先看看本校的
网络论坛， 提前了解其他同学对课程的介绍
和建议，如：哪些教授的课是比较受欢迎的，哪
位教授教学质量高，哪位教授的课容易修到学
分等。 ”

另外， 学习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在
选课时，可以用逆向思维来思考：先考虑自
己未来的职业规划，然后选择能够覆盖职业
内容的课程。 这样的选课和学习过程，既务
实又高效。 董可馨

�近日，留学咨询机构启德教育集团在北京发布了《2017 澳大利亚留学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结合澳大利亚的官方信息和启德的自有数据，为有意赴澳大
利亚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更具参考意义的分析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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