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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留学

正在进行中的英国 A-level 考试（英国学
生的大学入学考试） 改革将于 2020 年完成。
这也意味着教学目标、课程设置将进行改革。
“总体标准和评分方案基本没有变化，但在未
来，学生们将不能再靠死记硬背获得高分。 ”
A-level考试委员会委员戴尔·巴塞特告诉《每
日电讯》报。

A-level 废除“模块式”考试系统
英国 A-level 考试最根本的改变，是废除

了自 2000 年以来一直沿用的“模块式”考试
系统。

英国高中课程的学制为两年：在第一学
年(AS-levels)，学生通常选择自己最擅长且
最有兴趣的三四门课， 通过考试后获得 AS
证书；在第二学年 (A2-levels)，学生可选择
AS 成绩优秀的 3 门课继续学习， 通过考试
后获得 A-Level 证书。 而在新的考试体系
中， 考生在第一学年的成绩将不计入总成

绩，升学考试将在第二学年结束时进行。在剑
桥 Perse 学校课程副主任保罗·贝克看来，新
的考试系统更接近大学的期末考试， 且更受
大学青睐。

众多学校放弃 AS-level 考试
为适应新规则，不少学校不再安排学生参

加第一学年的考试，把教学重点放在第二学年
的课程上。

英国知名高中布莱顿学院是众多放弃
AS-level 考试的学校之一， 该校校长理查德·
凯恩斯表示：“这一做法确实能为学生腾出时
间去做更广泛、更有趣的事情。 ”

在 2020年A-level改革全面完成前，新旧两
个体系的A-level成绩都可作为申请英国大学的
材料。 而在这段时期内，GCSE（英国中学毕业水
平考试） 的成绩很可能被更频繁地用作参考标
准，在大学做出录取决定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课程作业重要性将降低
此次 A-level 改革的另一个值得注意

的变化，是降低了课程作业的重要性。
A-level 考试委员会委员戴尔·巴塞特

解释说：“此次改革的原则是尽量通过考试
来评估学生。 ”虽然课程作业在许多学科中
的作用将减弱，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会被彻
底取消。

英国牛津剑桥皇家 考 试 委 员 会
（OCR）资格证书改革主管史蒂文·埃文斯
表示，多数 A-level 课程内容没有发生显著
变化，唯一的例外是数学。 毫无疑问，这一
科目正在进行重大改革。 大学认为以前的
教学大纲包含了太多的选择， 并没有将重
点放在核心知识上。 新的教学大纲将完全
由必修内容组成， 其他理科的数学内容也
得到了加强。

新 A-Level 考试或成国际学生绊脚石
英国独立学校协会（BAISIS）日前警告称，对

A-Level 考试的全面改革可能影响国际高中生
的大学入学率，甚至导致一些人无法通过考试。

英国“The� Pie� News”新闻网站认为，改革
后的教学大纲引入了更为苛刻的内容， 更加注
重批判性思维，也更为依赖分析技能。“我们的
经验是，国际学生非常擅长学习和记忆，但不擅
长分析。 ”英国潘伯尼中学学术主管贝斯·芮妮
特告诉“The� Pie� News”网站，“这让新的考试系
统更具有挑战性。 ”

此外， 改革后的 A-Level 考试将更多地吸
纳与英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相关的问题， 国际学
生可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在商业研究、地理、
历史等科目中， 学生都将面临类似的文化问
题。 ”BAISIS 负责人卡洛琳·尼克松告诉“The�
Pie� News”网站，在她看来，在改革的早期阶段，
国际学生面临的挑战将非常巨大。

贾晓静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是美国最大的学术研究
图书馆之一，藏书达 700万册以上。作为大学图
书馆， 它的意义首先是支持康奈尔大学的教学
和研究工作，并帮助其实现突破。 在这一点上，
我注意到很多人性化的细节： 图书馆里有自主
的海报打印机，方便社团活动的需要；为顺应互
联网的发展趋势，馆内大量增设电子阅览区，并
提供大量电脑和学生需要的软件资源； 图书馆
对外开放，而且对借书本数没有限制。康奈尔大
学图书馆分馆长 Xin� Lin 告诉我：“曾经有一个
学生一次就借了 1000 本书———行呀， 没关系，
你需要的话我们就借给你。 ”这实在让人瞠目，
Xin� Lin 却是一副非常自然的表情。 从教育理
念上讲， 康奈尔的图书馆文化体现了以学生为
本的服务精髓， 和任何人都有权利受到教育的
平等精神，这是康奈尔大学的立校之本。

在康奈尔大学， 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康奈尔
中国研究中心。 他们的研究方向是全方位的，中
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问题，无所不包。 该研
究中心的教授安德鲁·莫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在中国待过 6年，他说自己最大的感触就
在于“中国太大了”，这导致所有有关中国的问
题都很复杂。 所以，“如果有一个美国人跟你说他

是‘中国通’，他一定不了解中国。 在和美国人的交流中我
感到， 大部分美国人其实并不那么关心其他国家的事。
他们都知道中国，知道熊猫、京剧、功夫等一些标志性的
文化符号，知道这个辽阔疆域上庞大的人口，但都仅仅
是“知道”而已。

张晓天

权威发布

毕业生的工资待遇，很大程度上体
现着一所学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认可
度。西雅图的薪酬调查公司 PayScale 拥
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完善的雇员薪酬数
据库。 近日，该公司发布了最新的美国
大学 9 大类专业的毕业生薪酬榜单，为
大家择校、选专业提供直观参考。 这份
报告只针对美国四年制和两年制本科
毕业生， 不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
究生。

此次调查涵盖的 9 大类专业包括
商科类、计算机科学类、工程类、物理生
命科学类、人文类、社会科学类、艺术
类、教育类、通讯传播类。 其中，计算机
科学类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平均起薪最
高。 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
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等知名院校的计算机专业本科毕
业生， 毕业时年薪至少可达 9 万美元，
斯坦福大学问鼎榜首，计算机专业的毕
业生起薪可达 11万美元。

常春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
也跻身计算机科学类专业毕业生薪酬
榜前五。 虽然顶着“学院”的低调名字，

但该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极为抢手。
值得一提的是， 计算机科学类上榜

的 50 所大学中， 排名最后的圣路易斯
华盛顿大学，其计算机专业毕业生起薪
为 7.75 万美元，比榜单中一些专业的最
高年薪还要高。

纵观该榜单，商科学生毕业时起薪
普遍较高， 但不管是名校还是非名校，
其毕业生的起薪差距并不大，几乎都在
6.5 万美元左右， 超过 7 万美元的仅有
麻省理工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乔治华盛顿大学、 华盛顿与李大学、哈
佛大学。

商科类薪酬排名前 10 的院校中，
有几所近几年涌现出来的“黑马学校”，
比如美国知名的文理学院拉法耶特学
院和美国私立研究型大学理海大学。

工程类毕业生薪酬的排名与以往
相差不大。 老牌名校的工程类专业毕业
生， 无论是起薪还是职业中期的报酬，
都非常有竞争力。 此外还有文理学院中
以理工科见长的哈维穆德学院和玛丽
埃塔学院，分列第 4和第 8。

物理生命科学类薪酬排在前 5 的

依旧是老牌名校，排在第 6 和第 7 的分
别是美国空军学院和美国海军军官学
校。 此外，设在美国丹佛市的科罗拉多
矿业大学，材料科学类相关专业的薪酬
非常可观， 毕业生起薪可以拿到 6.1 万
美元。

和工程科学类专业相比，人文科学
和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在“钱途”上略逊
一筹。 排在榜单前列的普林斯顿大学、
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其人
文社科专业的毕业生起薪约为 5.5 万美
元；不过，这些专业的毕业生在职业发
展中期，薪酬往往可达 12 万美元，薪酬
涨幅较为亮眼。

该榜单还显示，艺术类专业和教育
类专业的薪酬相差不大，毕业生起薪约
为 4.5 万美元。 艺术类专业毕业生薪酬
排名居首的是新学院。

PayScale 给出的 9 大类专业中，最
后一类是通讯传播类。 从行业发展看，
通讯产业已经到了瓶颈期， 与此相应
的，从业者的薪酬回报也不如几年前优
厚，多数毕业生的起薪仅为 5万美元。

张宝钰

死记硬背难得高分 国际学生面临挑战

留学生侧影

详解英国 A-level 考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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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世界文明古国的说法不一， 有人说
是四个国家，有人说是五个国家，但只有中国
是唯一一个从古至今保持独立国体， 保持主
权的国家。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系统的、整合
性较强的问题。 有地理因素、人文种族、社会
制度等因素影响。本文浅议之，以期同仁们之
兴趣，不吝赐教。

第一，地理因素。 中国地形十分复杂，使
中国自然地理分异具有世界罕见的独特性。
中国东部、南部面临大洋，西部有喜马拉雅山
脉、塔克拉玛干沙漠，邻近寒冷荒凉的西伯利
亚，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就形成
了一道道天然屏障。 这种“地利”保护着中华
民族，减少了外国民族的扰乱，有利、有力地
发展着本国、本土文化———“文明古国”的摇
篮孕育着“文明古国”。这“地利”既不是天堂、
伊甸园，让人们无忧无虑、舒舒服服、无所事
事，又不是人们所不能战胜的火山、地震、海

啸等不可抗力。 这“地利”是多灾多难之“利”
人们通过与之斗争获得了发展。 人们在奋斗
中发展了科技、 文化， 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
步，形成了“文明古国”之中国，其乐无穷！ 而
像那些酷寒、大风、寸草不生的南极洲大陆，
至今也只有企鹅在那里常驻。

第二，人文种族因素。 在中国土地上，距
今 1400 多万年前就生活着一群中华民族的
远古祖先；距今一、二百万年前，发展成为能
制造工具的“猿人”，如“元谋人”“蓝田人”“北
京人”；又相继出现了“早期智人”，如“马坝
人”“长阳人”“丁村人”“柳江人”“资阳人”“河
套人”“山顶洞人”。 这些猿人、古人、新人均属
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 中国有古、有今，持续
不断地发展着，而不是靠“移民”形成的“没有
祖宗”的入侵者。

中华民族在逐渐的、 有机的融合中发展
着，形成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

六个民族是一家” 的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
中，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融合
成了中华民族的个性、特色，也有力促进了中
华民族对自然斗争的取胜实力， 促进了文明
的创造、发展、发达、巩固，这就是中国的原始

“开放”。
克鲁·包特金在《互助论》一书中证明“只

有互助性强的生物群才能生存”。 其所说的
“互助性强”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开放性”，二
是较固定的社会制度。 中华民族就恰恰完全
符合这两大前提，从而形成了“文明古国”中
的中国特色。

第三，社会制度因素。 这个长达几千年的
封建社会，造成了巩固的封建社会文化体系。
封建社会对古代文明起到了有力的起源、发
展、巩固作用。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如此
长久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体系。 虽然在世界
近代史上，封建社会因其固有的保守、固旧、

落后，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成也萧何败萧
何”。 当世界早已进入更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
时，中国还在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导致落后挨
打，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的“东亚病夫”状态。
但是，也因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文化体系得以长
期巩固，外来列强们始终瓜分不了中国，动摇
不了中华民族的根。 再说，中国的资本主义社
会虽然来得比较晚，发展时间较短，但吸取前
人经验的咱们，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首创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一国两制”的政
策。

诸多因素的影响，让中国保证了“文明古
国”之独立性，自成体系，从而保持了“世界文
明古国” 中唯一一个从古至今都拥有独立国
体、主权国的历史地位，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以主权国进入了“联合
国之五常国”。 这就是中国“世界文明古国”自
古至今之特色。

浅议中国的“世界文明古国”之特色
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王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