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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3 日至 15 日是泰国的泼水节，在泰国或者计划去泰国留学的你是否已经
迫不及待了呢？ 兴奋之余，一定要注意泼水节禁忌。

1.穿着不能裸露。 穿着暴露或湿水不雅的衣服都不可以，泰国政府鼓励参与者
穿上泰国传统服饰，严禁任何引人遐想的衣物。

2.严禁酒精。 泼水节期间严禁在任何活动现场饮用酒精饮料。
3.只要干净的水。 禁止使用混和粉末、冰块、泡沫的水，避免伤人害己。
4.禁止驾驶小车载人向行人

泼水。 泰国法令严明禁止任何人
驾驶小车载人在活动现场泼水。
当然也严禁行人向快速行驶中
的车上泼水，违者将被罚款。

5.不能泼 65 岁以上的长者、
僧人、2 岁以下的儿童。泼水节期
间不是每个人都能随便乱泼，如
果泼水时波及 65 岁以上的长
者、僧人、2 岁以下的儿童、病人
或正在执行公务者 (警察等)，可
能会惹祸上身。 百家

在日外国劳动者屡创新高
日本厚生劳动省 1 月发布的 2017 年人

口统计推算数据显示， 日本出生人口数创历
史新低。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
数据： 未来 40 年，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从
28%升至将近 40%。 由于少子化影响，日本产
业界已经体现出劳动力不足问题。 有分析指
出，到 2020 年，劳动力预计达到 416 万的缺
口。

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外国人力资源的引
入，及时有效地缓解了日本人手不足的现状。
日本厚生劳动省 1 月 26 日公布了一组外国
劳动力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 10 月，在日
本工作的外国人为 127 万余人， 同比增长
18%，再创历史新高。其中，留学生和技能实习
生群体中的在日工作人数大幅增加， 同比增
长 20%。 其中，从国别来划分，中国以 37.2 万
人、占比 29%居首。

从留日资格来划分， 长住者和日本人配
偶为 45.9 万人， 留学打工者为 25.9 万人，技
能实习生为 25.7万人。律师、研究员等技术类

劳动者为 23.8万人。从产业划分来看，在日从
事制造业的外国人为 38.5 万人，占比 30%，服
务业、 零售业依然是人手不足情况最严峻的
领域。

从分布地区来看，在东京工作的外国人最
多， 为 39.4 万人， 在爱知县工作的外国人为
12.9万人，在大阪府工作的外国人为 7.2万人。
在日本，雇佣外国人的日本企业共有 19.4万余
家，其中，规模不到 30人的小企业占比 58%。

日企求贤若渴
据《产经新闻》报道，去年 11 月，由人才

派遣公司“PASONA 集团”举办的“外国留学

生秋季企业招聘会”在大阪召开，来自制造、
金融等各行业的 17 家公司在会上设立了展
台， 向近 400 名外国留学生抛出了橄榄枝。

“PASONA 集团”负责人指出，希望聘用外国
留学生的公司很多， 但许多用人单位与留学
生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导致彼此一再
“错过”。

家电连锁企业“LAOX”的人事负责人表
示：“以前聘用外国留学生的企业为数不多，
即便不参加招聘会也能招募到很多人才，现
在日本的大中小企业都求贤若渴，不积极一
点就会掉队，只要留学生够优秀，欢迎随时

加入。 ”
85%的日企要求日语流利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2017 年的调查显示，
在日本招聘应届毕业生的企业中， 招聘留学
生的企业占到了 20%，其中，设置专门面向留
学生名额的企业占到了 10%。

该调查还发现，企业规模越大，招聘留学
生的比率越高。 1000 人以下的企业有 14%录
用了留学生，5000 人以上的企业则有 70%录
用了留学生。 与此同时，85.7%的在日外国留
学生在毕业时希望留在日本工作。 许多留学
生计划在日本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再回
国， 这样有利于提高在国内找工作时的竞争
力。

通过对日本 400 余家企业招聘负责人的
调查，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总结出日本企业最
看重的 5 项留学生素质：日语能力（85%）、沟
通能力（65%）、适应能力（47%）、对日本文化的
理解（42%）、行动力（37%）。 值得注意的是，
85%的企业要求留学生在日语方面具备流畅
的会话和书写能力。 张蕾

赴日留学就业前景乐观风向标

初抵美国已是仲秋， 但纽
约还是一副暑气未消的样子，
让人不由感到几分躁动。 但走
进哥伦比亚大学， 人心就静了
下来。

在哥大的学习给我带来了
全新的体验。 师生之间互动极
佳，几乎每一节课上，老师都会
抛出很多问题让学生来回答，而学生定会积极参与。 比如一位讲授《金融导论》
的教授，要求我们每天都读《华尔街日报》，并且会联系热点问题，在每节课都安
排 15至 20分钟的讨论环节，让学生把所学知识和现实世界的经济、金融问题联
系起来。 每个人都有了充分发言的机会，而教授仅仅扮演引导和启发的角色。

自由开放不意味着轻松，甚至要求更多的自我挑战和自我探究。 在哥大的
课堂上，优秀的不只是老师，在某种程度上，是哥大的学生成就了哥大令人交口
称赞的课堂之风。 每次遇上老师提问，有的学生问题才听一半就已经举手，不少
学生在听到老师的问题后高举手臂，还有的学生连手都不举就开始抢答。 这就
是哥大学生让我看到的道理———机会需要自己争取。 很快我发现，在回答问题
的过程中，我不仅提升了自信心，更重要的是，我的课程参与感也大大增强。

当然，课上收获不少，课后更需磨炼。 每堂课后，老师都会留下大量的作业
和阅读清单。 不得不说，在哥大的学习，是种享受，更是种挑战。 在哥大读书的压力很大，
多数人过着学校、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近乎于我们中国学生备战高考的状态。

不过，这不代表哥大人就没有其他社交生活了，相反，哥大的社交活动可是精彩而丰
富的。比如，哥大定期会举办一些大型社交活动，像总统演讲、社会成功人士回校酒会、与
某些学校联谊等，哥大也会围绕这些主题活动装点自己。除此之外，哥大的学生社团大大
小小有 500多个，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哥大是最受中国学子青睐的美国大学之一，行走在哥大的校园里，随时可以见到中
国学生的身影。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哥大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 在最好的青春年华，来哥
大拼搏求知、挑战自己，定会是让人终生受益的经历。 潘博洋

如何有效规范导师和研究生的
关系， 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此，我们不妨借鉴一些德国的经验。
德国和中国的师生关系性质有所不同。

德国的师生关系是一种纯工作性的关系，教
师是专业人员，专注于学习上的问题，不涉及
私人领域。 另外，德国大学教授都有自己的秘
书，会帮助教授处理报销和日常管理方面的事
务，不需要学生承担这一职能。

此外，现行的一些制度也有助于减少或
者解决师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首先，德国
实行双导师辅导制度，有助于减弱学生对单
一导师的依附关系。当第一导师因为时间或

专业原因不能尽心尽力辅导时，博士生
还可以从第二导师那里获得帮助。

其次，用《辅导协议》规范和约
束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 该
协议会详细规定辅导的内容

和范围、 见面讨论的
次数和频率 、双

方的各种权利和义务，等等。
再者， 德国许多大学都制定了

《良好辅导的准则》， 明确良好辅导的特
征和衡量指标，提高辅导质量。 此外，德
国的大学普遍制定了《良好学术实践规范》，用
以规避抄袭、剽窃、署名排序等方面的学术失
范问题。对这两类规范的遵守可以有效减少师
生之间的矛盾。

最后，引入合理的冲突协调机制和更换导
师的机制。 在德国，当博士生和导师出现矛盾
时，可以寻求学院内部信任的老师或学校内专
职协调员的帮助。 他们会作为中立的第三
方，协调双方的矛盾。 如果双方的矛盾到
了无法解决的地步， 就需要启动退出或
更换导师的机制。这种退出机制的
存在可以为处于弱势一方的博士
生提供很好的保护。

(孙进 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教授)

不久前，我作为斯坦福大学校友，参加了
学校主办的一场以“未来工作与教育”为题的
研讨会。 参与者主要是创业家、思想领袖和专
业人士，横跨金融投资、人文社科、教育和医
疗等各个行业。

首先，未来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硅谷近年
最热门的话题，已经不是人工智能，而是它的
升级版———“智能增强”。 与此同时，数据科学
的广泛应用，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高效，也会
导致大批工作的消失和调整。

据相关数据统计，到 2020 年，现在 40％
的工作都会变成临时性工作， 在可预计的将
来，更有 30％-60％的工作机会将要消失。 那
么，大学应该怎样调整教育方式，适应这样的
未来呢？ 大家集思广益，认为未来的高等教育
可能会有以下几点改变：

第一，教育的“边界”将被打破。
未来，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地域、年龄等

任何条件约束，学到一切你想学到的知识。 随
着各类线上公开课程的出现， 这一点其实已
经成为现实。 未来“订阅式在线教育”将会更
加普及化———只要你想， 就可以在职业训练
营里同时学到人文科学和计算机知识。

第二，“专业”选择将变得越发不重要，程

式化的技能会被淘汰。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任何专业技能都有

着被淘汰的风险。 所以，以后人们会尽可能汲
取不同专业的知识，从而在社会上长期立足。
各种非“正式”学历的“微学历证书”会在未来
更受欢迎。

第三，实习越来越重要。
未来社会对创新能力有更高的要求，相

比坐在课堂听课记笔记， 实战练习的经历对
学生会更有吸引力。 这样的变化带来的一个
直接后果是， 未来的人们会有机会尝试更多
份工作。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美国人现
在每份工作持续的平均周期是 4.2年。 而未来
的职业转换率， 应该会显著增加——— 一个
2020 届的大学毕业生， 在一生中很可能会从
事不少于 15份工作。

与此同时， 为了弥补高度智能化的“缺
陷”，未来的教育反而会更加侧重于人文学科
和批判性思维。 确实，机器虽然越来越聪明，
但是人生有太多的问题， 并没有唯一性的答
案。 越是高度智能的时代， 我们越要学会思
考。

（黄征宇 英特尔前董事总经理）

近日， 日本 《产经新闻》报
道，在日留学生已成日本求职市
场的“香饽饽”。由于日本人手不
足问题愈发严重，日本各大企业
已经逐步增加外国留学生录用
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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