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胡荧
版式：谢倩 校对：李虹

2019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留学14

风向标

英国：雅思至少达到 4 分
自英国大幅提高留学生的英语水平

门槛以后， 英国要求所有学习本科以上
课程的学生， 雅思成绩不得低于 5.5 分；
学习本科以下课程（如高中、初中）的学
生，雅思至少需要达到 4.0 分，而且申请
签证时必须提供由独立测试机构出具的
英语考试成绩。除了雅思成绩外，学生还
需要提供初中三年的平均成绩单， 且平
均成绩要求达到 80%以上。

申请攻略：初中生要申请英国中学，
一般需提供成绩单、个人陈述、推荐信、
在读证明（毕业生需要提供毕业证）等材
料。现在尽快申请，学生还可赶上部分学
校的 2019 年秋季入学。 申请递交后一般
在一个月内安排参加学校的入学考试与
面试， 面试通过后大概两周会获得预录
取通知书，学生达到学校要求后，准备申
请签证，9 月开学， 如需提前进行语言学
习，还需要提前两个月到学校。

美国：目前已进入学位补缺阶段
美国高中入学要求略高， 需要学生

有良好的英文基础， 参加相关的语言测
试，并且平时成绩达到良好。申请美国高
中的学生需要提供国内初中三年的在读

成绩单，并做好相应英语测试的培训；想
要申请顶尖私立寄宿高中的学生， 应提
前了解学校的要求， 提供相应的托福和
SSAT 成绩，且最终通过校方的面试才能
够入读。 美国高中每年秋季 8、9 月份开
学， 部分学校也提供春季 1、2 月份的插
读，申请时间最好提早一年。

申请攻略： 国内中考生要申请美国
中学，需要准备成绩单、在读证明以及学
校所要求的考试成绩， 如托福或 SSAT
等。部分学校还会要求学生参加面试。想
赶在今年秋季入学美国中学的学生，要
抓紧时间准备留学材料。 需要提醒的是，
尽管现在还有学校招生， 但这往往已经

是学位补缺的时间， 可供选择的范围大
大缩小。

加拿大：留学费用相对较低
不少有意到加拿大留学的学生和家

长，都看中了其性价比较高的学费。 加拿
大的高中普遍在 2 月和 9 月开学， 越早
申请，学校选择性越大，但至少需要提前
半年左右时间。

申请攻略：在申请加拿大中学时，大
多数中学只需学生提交最近两年的成绩
单和在读证明， 个别学校会要求学生提
供雅思、托福等成绩，或要求申请人参加
学校的入学考试。 学生在申请加拿大公
立高中时，可以填报 3 个志愿学校，公立

教育局将为学生安排最终入读的学校，
顶尖的中学学位通常很快招满， 建议想
要入读顶尖中学的学生提前一年做好申
请准备。 私立中学一般没有申请截止时
间，建议最迟在开学前三个月提交申请。

新西兰：不允许跳读但可倒读
赴新西兰读高中的学生， 需要满足

国内初中毕业的条件；入读 11 年级（等
同于国内高一） 时年龄不超过 18 周岁，
入读 12 年级（等同于国内高二）时年龄
不超过 19 周岁。 新西兰高中不允许跳读
但可倒读， 倒读的时间规定不得超过 1
年半（以入读主课的时间计算）。

申请攻略： 新西兰高中留学一般每
年分四个学期，由于申请入学、办理签
证手续以及入境等许多事务的时间不
易确定，对于国际学生，大多数中学都
可以随时入学。 在新西兰，一般从 13 岁
到 18 岁之间接受中学教育，从 FORM3
（相当于初一 ）到 FORM7（相当于高中
毕业）。 完成 FORM6 的学生即可申请
读普通专科学校，但是如果学生希望读
大学，则必需读 FORM7 并参加大学升
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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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读高中 收好这份申请攻略

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消
息，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
将升级改造。 新认证系统上线后，
将不再为申请者提供纸质认证结
果， 改为统一发放标准版式文档
格式的电子证照认证结果。 这意
味着， 中国留学生的学历学位认
证，开始有了数字版本的“证书”。

新版认证系统上线后， 申请
者进入中国留学网的留学政务服
务大厅就可直接在线办理认证申
请。 已经进入认证评估流程的申
请人也不必担心， 认证评估工作
仍将正常进行。 如果留学生曾在
旧版系统中提交过申请， 那么还
需在旧版系统中查询进度及申请

后续服务。 不过，旧版认证系统不
再接收新认证申请。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醒，
如果有申请者在升学、 就业等过
程中仍需要纸质认证结果作为存
档依据， 可自行打印带有电子签
章的电子版认证书， 经过在线核
验后， 与原纸质认证结果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除了不再提供纸质认证结果
之外， 新版认证系统还在以下几
方面进行了调整：第一，新系统接
入中国政务服务平台， 认证系统
的中国内地居民注册用户需要通
过全国统一身份实人认证。 第二，
新系统上线后，“开证明” 服务也

将随之进行调整。 例如：不再受理
属于仅修读完相关课程， 或满足
毕业要求， 但尚未被正式授予学
位的申请。 所以，建议留学人员在
正式获得学位后再行申请认证；
已通过认证旧版认证系统办理

“开证明”业务，但尚未申请“换正
式”的申请者，仍可登录旧版认证
系统申请办理“换正式”等相关服
务。 第三，通过实人认证的中国内
地居民， 申请材料中可以不再提
交留学期间护照或通行证上距申
请日期 10 年以内的出入境章页
面。

高佳

留学生学历认证将进入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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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海德堡市郊区一个院子
里，屹立着一个巨大的木盒子。如果
不是盒子上嵌着的玻璃窗和盒子内
一应俱全的家具陈设， 它乍看起来
像是个花园棚屋。实际上，这个占地
14 平方米的盒子，是一个四人间学
生宿舍的样板间。据报道，木盒子是
海德堡大学学生社团“Collegium�
Academicum” 为了应对愈发严峻的
学生住房危机而打造的共享公寓。

海德堡大学始建于 1386 年，是
德国最古老的顶级大学之一。 海德
堡市有 16 万居民，其中近四分之一
是学生。 随着青年学者和学生不断
涌入， 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宿舍越来
越紧张， 市区租房的价格也呈火箭
式攀升， 校外租房的平均月租金为
437 欧元（约合人民币 3390 元）。

据“Collegium� Academicum”的

有关负责人介绍， 项目租金初步定
为平均每月 300 欧元 （约合人民币
2300 元）。 该项目包含 46 座公寓、
226 个房间， 建筑完全采用木材，完
工后将成为德国最大的“无金属支
撑建筑”。 首批租户有望在 2021 年
年初入住。

在英国伦敦住宿开支不菲。 来
自英国莱斯特郡的 18 岁女生夏洛
特·廷德尔的家人想到了一个省钱
的方法———买一艘船当宿舍。

廷德尔在玛丽皇后大学学习音
乐。 该大学位于伦敦市西部的老牌
富人区富勒姆区， 校内学生公寓 3
年住宿费高达 3.6 万英镑（约合人民
币 31.7 万元）。

父母没有为廷德尔缴纳昂贵的
住宿费， 而是买下一艘小船当作女
儿的宿舍。 里面有双人床的卧室、带

餐桌的餐厅、带大沙发的休息室。 厨
房里有灶具、冰箱、微波炉。 船上有
洗衣机及浴室， 当然少不了电视和
网络。买船加翻新一共花了 3.7 万英
镑（约合人民币 32.6 万元），与校内
3 年住宿费差不多。廷德尔的父母认
为，当女儿 3 年后毕业时，他们可以
将这艘船以 4 万英镑的价格卖出。
此外，廷德尔可以找室友一起住，挣
租金。 她预计，租金足以帮助自己缴
纳每年 5000 英镑 （约 合 人 民 币
44000 元）的停船费。

不久前，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发起了一个活动， 将本科生和
拥有多余房间的退休老人“结对
子”， 学生以每月 1000 美元以下的
优惠价格入住退休老人的空置房
间。 作为回报，学生要经常陪老人聊
天，帮助清理房间。 蔡梦吟

学校住宿太贵 学生各有奇招

前沿资讯

海外见闻 留学生侧影

中考临近， 有家长开始研究志
愿如何填， 也有家长为留学做长远
规划， 打算让孩子初中毕业后就出
国读书。 目前，英国、美国、加拿大、
新西兰是低龄留学主流目的地。 此
时申请是否还有机会？ 高中留学生
入学要求是什么？

我从高中开始眼睛就近视， 离不开眼
镜，到英国生活以后，每次回英国都会配两
副眼镜带回来。 今年因为疏忽，回国时没来
得及配，于是被迫在英国配了一次眼镜———
这才发现，在配眼镜这件小事上，英国和中
国的体验太不一样了。

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英国配镜耗时很
长。

首先是预约时间长。我去的是我家附近
的眼镜店，要和验光师预约，今天去，要约到
下周，有时还会更长。 不像在中国，随去随
验，节奏太不一样了。

其次是验光时间长。 在中国验个光，一
般就十分钟时间。 在英国验光，要使用各种
精密仪器，连最传统的尺子都能用上，各种

调试下来，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
第三是取镜时间长。 在中国配眼镜，老板常常

会让你找个地方转一圈，“立等可取”。在英国，一般
需要 10 个工作日才能拿到，加上周末，基本就是两
周时间。 如果再算上预约时间，配一次眼镜基本要
花一个月，这在我人生 30 年的配镜史上，是前所未
有的。

当然，验光在英国也是另外收费的，价格在 10
英镑（约合人民币 91 元）左右。眼镜同样也不便宜。
我这次配的一副基本款的眼镜，收费是 88 英镑（约
合人民币 805 元）。

但有意思的是，同样是配眼镜，我正在读高中
的女儿则是免费的， 原因是英国政府为 18 岁以下
的青少年补贴配眼镜的费用。 换句话说，所有近视
的青少年，都可以免费配眼镜。

更让我吃惊的是，女儿配完眼镜后，眼镜店每
隔几个月就会寄来一封信，让她去重新验光，如果
度数加深就再配一副。

当然，孩子的免费眼镜只能选配普通的镜片和
镜架，如果想要更好的，就需要另外付钱。

安光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