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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侧影

海归如何就业？ 听 HR怎么说

环球看点

“佛系”妈妈和哈佛“学霸”女儿

指点一二

许多出国留学的人都会面临两次
选择，第一次是“出不出去”，第二次是
“回不回来”。

选择回国的人无不期待在国内有
好的发展，因此，海归们必须认清自身
优势。全球化智库（CCG）和智联招聘联
合发布的《2018 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
报告》显示，海归群体在国内就业的优
势主要包括“语言及跨文化沟通能力
强”“具有国际视野”和“生活适应能力
强，更加独立”，选择这三项的受调查者
所占比例分别为 73%、59%和 37%。 在面
试海归时， 雇主们最看重外语能力、专
业能力和工作经验。

“公司雇用一个人是为了让他作出
贡献， 把工作做好是公司的用人要求。
如果说公司在意教育背景，那也不过是
为了判断求职者能否达到上述目标而

使用的手段。 有些人混淆了目的和手
段， 有些人混淆了充分条件和必要条
件。 ”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做了 8 年人力
资源（HR）工作的陶小毛表示，“在回国
就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位
置。 现在的海归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随着回国人数越来越多，洋文凭早就不
稀罕了。 但我在筛选简历的时候，还是
会倾向于有留学经验的人。 我愿意给他
们一个机会，但不会因此在面试的时候
给他们加分。 ”在陶小毛看来，海归只是
一个群体的总称， 无法体现个体差异，
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大。

事实上，影响海归就业的因素非常
多。 是否名校毕业、留学学制长短、是否
有行业实习经验，都是影响求职结果的
因素。 由 BOSS 直聘研究院发布的《中
国海归人才就业选择报告》显示，人工

智能、 金融
科技、 移动
互联网等新
兴领域吸引
着 大 量 海
归。“选对了
专业，工作自然就好找了。 ”陶小毛说，
海归一定要提前了解行业趋势，尽早做
好职业规划。

她还建议海归在求职时早做准备。
“面试之前必须深入了解你想入职的公
司，无论你是不是海归。 如果你准备一
回国就工作，那么在国外的时候就要开
始投简历了。 海归的劣势之一是缺乏工
作经验，在这方面，美国回来的学生相
对好一些。 对国内公司来说，行业经验
永远是最重要的。 ”

温莎

密歇根大学的化学实验室和北大
的略有不同。 在北大，我们在实验室里
一定要戴手套，摸到的所有东西都要做
“有毒推定”。 基于此，北大的实验室和
学生休息室是分开的，而且出实验室时
一定要把实验服、手套脱下来，才能进
入休息室。 而在密歇根大学，学生休息
区和实验室是在一起的，你的实验台旁
边就是你的休息区域。 与此对应，实验
室对操作安全性的规定很严格，任何溶
剂都不能在通风橱之外打开盖子，所有

实验也都是在通风橱内或者手套箱中
进行的。

让我感触很深的一点，就是在美国
的中国人真的很抱团。 我乘坐的飞机刚
在底特律落地，就有素不相识的中国学
生来免费接我到安娜堡；在飞机上认识
的华裔叔叔也给我留了联系方式，让我
随时可以到他家做客。 至于我在美国的
室友更是很赞，我到的第一天就陪我出
去熟悉校园、办手机卡，还在周末主动
提出带我去射击、开卡丁车、看电影。 而
且，多亏了这些朋友，否则我可能要等
到来美第二个月才能摸清校车的运行
规律。 我觉得，在美国，“中国人”更像是
一个亲切的标签，带着标签的两人愿意
在初次见面时对彼此敞开怀抱，互相温
暖。

我发现， 在美国大学没有所谓的

“尊卑”。 在北大，我们称呼比我们年级
高的人时，总要在前面加上师兄师姐之
类的敬称， 而在美国则可以直呼其名。
就我个人而言，“师兄” 二字一出口，我
接下来的语言行为就要拘谨很多，不太
能开玩笑， 师兄则更不可能跟我开玩
笑。 而不同年级的人之间互相开玩笑在
美国却是很寻常的事情。 英语中没有所
谓的“您”，也没有鞠躬等礼节，打招呼
时招手即可。 我在密歇根大学的导师，
也就是“老板”，名叫纳撒尼尔·希姆恰
克，他让我直接叫他纳特就好，而这相
当于直接叫“老板”的小名。 如果是在中
国， 则清一色是“某某老师”“某某教
授”，一定不能失了礼节。 不过我也无意
比较孰优孰劣， 国情不同传统不同，语
言习惯自然不同。

戴汝熙

和 密 歇 根 大 学 亲 密 接 触

在留学生家长圈里，人们常把培
育子女进入常春藤大学的妈妈称为
“藤妈”，而包昕就是“藤妈”中格外惹
人注目的那个。 去年，她的女儿蔡雨
阗同时被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普
林斯顿大学录取，并最终选择进入哈
佛大学。 “战绩”如此辉煌，想必包昕
是个“虎妈”吧？非也。用包昕的话说，
自己的教育观一直很“佛系”，但恰恰
是尊重和自由，给女儿插上了翅膀。

家长并不一定非得陪孩子写作业
没人天生是学霸， 蔡雨阗也不例

外。 包昕本科时学的是国际商务专业，
有良好的英语基础，平时经常给女儿讲
英语故事。 到小学毕业时，蔡雨阗已经
能毫无障碍地理解英文版《哈利波特》
了。

在包昕眼中，女儿是个早慧的孩子，
她至今记得女儿小时候冷不丁冒出来、
让人捧腹又颇有哲理的“金句”：“草是地
球的头发”“成功就是问心无愧的快乐”
“女人看《瑞丽》就是为了找老公”……把
孩子当成平等的朋友， 通过孩子的眼睛
看世界，会更容易接近生活的本质。

对于网上引发无数家长共鸣的“陪
写作业气出心脏病”的段子，包昕认为，
家长并不一定非得陪孩子写作业。 从蔡
雨阗上一年级开始， 她就鼓励孩子遇到
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或者向老师提问。
如果仍然不会做，那说明“孩子在这个阶

段的认知能力还不够”，莫吼莫急，应该
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和耐心。

在信任和鼓励中， 小雨阗养成了独
立思考的习惯。到美国之初，她和所有留
学生一样感受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
突，一度困惑、迷失过。带着疑问，小雨阗
对中美文化进行了认真研究， 并把自己
的心得整理成文———《第三种文化的孩
子》， 激励自己塑造开放包容的世界观，
努力学习多元文化。

孩子只有优点和特点
目前， 国内留学有越来越低龄化的

趋势。 包昕认为，是否要把孩子小小年纪
就送到国外，要看孩子是否自律。 对自我
管理能力较强的孩子来说， 低龄留学是
“锦上添花”；反之，把一个散漫的孩子早
早推出国门，那就是害了孩子。

蔡雨阗被哈佛录取后， 很多家长向
包昕取经，但往往“两句话后就开始数落
孩子的缺点”。 比如，有个家长抱怨孩子

上课坐不住。 包昕反问道：“如果把你按
到课桌前坐一上午，你能坚持下来吗？ 你
的自律性又如何呢？ ”

包昕认为，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很多父母抱怨孩子身上有这样那样的缺
点，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孩子正是父母的
映射。 曾经，为了鼓励孩子学会坚持，包
昕参加了摄影班， 每天再忙也会抽时间
拍几幅作品，“希望孩子看到妈妈是个有
毅力的人”。

包昕很喜欢一句话：“孩子只有优点
和特点。 ”为人父母，需学会欣赏和等待，

“与孩子一起成长，总有一天，孩子会给
你惊喜”。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包昕发现，自
己“越来越帮不了她什么”。 因此，孩子向
她倾诉苦恼和困惑时， 她能做的就是倾
听、支持和鼓励。“我常常跟她说，‘没什
么大不了的，睡一觉就好了’。 ”当孩子征
求她的意见时，她鼓励孩子自己作决定。

胡文利

英
国
高
校
展
开
“
招
生
大
战
”

在英格兰，大学不断扩
招。与此同时，年满 18 岁的
高中应届毕业生数量却不
断减少，因此，高等教育市
场陷入激烈争夺。许多一流
英国高校向原本只能上二
三流高校的学生敞开了大
门。

生源争夺战甚至蔓延
到了留学生市场。《泰晤士
报》报道称，为了方便中国
学生、吸引中国生源，越来
越多的英国大学开始在中
国北京和其他城市举行毕
业典礼。 此举意味着，中国
留学生及其家人以后或许
不必飞到英国领取毕业证
书了。

该报称，布里斯托大学
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首
批在中国举办正式毕业典
礼的大学，如今，埃塞克斯大学、萨
塞克斯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也加
入其中。 布里斯托大学在中国的
毕业典礼是英国本土典礼的“复制
版”，礼服、流程和音乐都一模一
样。许多英国高校放宽了对留学生
入学的要求。 英国《每日邮报》去
年对英国 127 所大学的一项调查
显示，约一半受访大学允许留学生
带词典进考场。

象牙塔正在为金钱烦恼，而这
种烦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似
乎都没有灵丹妙药。 正如丹德里
奇在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所说，
为了抢夺更多生源、 赚取更多学
费，这些大学“牺牲了尊严”。

蔡梦吟

海外看点

包昕（右）和女儿蔡雨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