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就业：专业能力和英文水平是关键

我的电子邮箱里保存
着一封邮件， 它是几年前
我刚刚开始留美时一位师
长赠予我的箴言， 其中提
到的 4 点宝贵建议曾为我
指明了方向， 令我受益匪
浅。 我想把它们分享出来，
与走在留学路上的广大同
学共勉：

“第一，要充分利用学
校的硬件资源。 校内游泳馆、田径场、网球场、健身房等设施对学生
是免费开放的，你需要用它们为自己打造出一个强壮的体魄。 ”身
在异国的我们不仅要承受学业的压力， 而且要独自面对生活的挑
战，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 适当的锻炼会调节紧张情绪、平衡作息
时间。 所以我们无论多么劳累，也要挤出时间来让身体放松———离
开桌椅、跑跑跳跳、尽情呼吸屋外的新鲜空气。

“第二，要充分利用学校的软件资源。 学校的图书馆是巨大的
知识宝库， 充足的学习资料能够帮助你从不同角度理解课堂所学
的知识，为你拓宽思路。 ”很多时候，教授只会阐述个人观点，但是
对一个问题的认识是多方面的，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在阅读别人著作的过程中，你也许会发现别有洞天，你也
许会从中受到启发并产生属于自己的见解。

“第三，要广交朋友。 出国留学不但意味着学习先进的技术，还
意味着了解不同的文化。 有很多中国同学因为害羞而不愿参与社
交。 ” 在学校的几年里，我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也体验了不
同地域的文化习俗。 我的感觉是，若能鼓起勇气战胜胆怯，便会收获
友好的微笑；若能敞开胸怀真诚待人，便会收获纯真的友谊。

“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和健康的饮食。 因为只有高质量的休
息和膳食才会为你带来高质量的学习效果。 ”遗憾的是，这点我并
没有完全做到。 有时作业一忙就耽误了睡觉，饿急了也是随便抓一
把零食就往嘴里填。 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看不出问题，可时间长了对
身体的损害是非常大的，甚至会影响学业。 要知道，人生真正意义
上的历练是从走出校园踏入社会的一刻才正式开始， 之前的一切
不过是为此做铺垫。 过早透支身体，以健康换取成绩的做法从长远
看实在是得不偿失。

希望以上建议可以帮你少走一些弯路， 令你的留学生活更加
快乐。 胡刚刚

一位师长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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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为更全面地为打算
出国求学或已经出国的朋友们提供一个分享
与交流的平台，本版特开辟《留学生手记》专
栏。

欢迎广大有留学经历的读者朋友们来
稿。 说出您的留学故事，分享您与众不同的留
学体会； 记录那些年， 您在海外的见闻和经
历，收获与失落，快乐及悲伤。 于您自己将是
一份珍贵的回忆， 而对于准备出国留学的朋
友亦是一份参考！

投稿要求：字数 800 字左右，配海外生活
照一张。

投稿信箱：136950365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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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研究院 22 号发布的《2014 海外
教育特别报告》给出的数据：中国有 80%的
富豪计划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海外读书，是
全世界有钱人中最热衷于让子女在国外接
受教育的国家。关于留学，目前呈现两个关
键词：“80%”和“留学低龄化”。

近日，广州有媒体报道，近年来，国内
有越来越多的家长选择送三四岁的孩子出
国读幼儿园， 目的地还不是新加坡这样的
中华文化圈，而是漂洋过海到英国。对于送
孩子出国读幼儿园这一现象， 各界争议颇
大。根据媒体报道，家长主要描述了宝宝在
伦敦读公立幼儿园的几个直观感受，比如：
课堂自由， 孩子可以分区玩自己感兴趣的
东西；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甚至玩剪刀；外

出上森林学校甚至野外生存；免费培训，教
家长与孩子沟通；老师像家人和朋友，非常
平等和亲切，等等。 这一看，好像国内幼儿
园和国外幼儿园还真是有不少差别。所以，
送宝宝出国留学读幼儿园，有环境的原因，
也有观念的差异。

其实，家长的初衷和心理都很简单。普
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宝宝首先能
够身体健康，最好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
错过孩子较好地掌握双语能力的年龄，为
增强孩子今后留学和工作的竞争力打下基
础。家长和一些专家的普遍看法是，西方中
小学教育以玩为主，让“玩”培养创造力，会
给孩子哪怕小宝宝自己决定和下决策的权
力。 通过教育培养创造力而不仅仅是模仿

能力，也不单单是知识的传授。
上述这些初衷似乎并没有错。那么，问

题来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同时，如何顾及
到不输在路上，更不要输在终点呢？既然给
孩子自己做决定的权力， 而宝宝现在根本
没有选择在国内上幼儿园还是出国留学的
能力，这如何是好？孩子的成长需要科学而
完整的家庭教育和环境， 欠缺父亲或者母
亲的陪伴，对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利的。教育
和人生发展规划离不开成长的环境和长远
的眼光，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认同和理解
能力的塑造和培养， 中小学阶段是非常关
键的。 教育专家认为，宝宝留学，还是谨慎
点好。

胡本未

留学低龄化悄然逼近

在英国南部的一所小学里，一位教师调任一
个差班的班主任，该班孩子大都很调皮，爱捣蛋。
老师第一堂课就跟他们玩，玩得天昏地暗。 下课
了，老师说：“孩子们，你们要是能把学习成绩提
上去，我就去吻校外牧场里的一头猪。 ”这些调皮
的孩子问：“老师，这是真的吗？ ”老师说：“真的，
而且我要吻的是一头你们认为最大的猪。 ”

孩子们很好奇，都希望老师去吻猪。 从那天
起，他们的课堂纪律好了，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即
使有贪玩的孩子，别的孩也会提醒，“难道你不希
望看到老师去吻那头大猪吗？ ”

半年后， 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进
步。 圣诞节的前夜，孩子们对老师说：“老师，你可
以去吻那头猪了吗？ ”老师说：“当然可以。 ”

于是，老师带着这群孩子穿过公路，来到牧
场。 孩子们在猪圈里看到一头特大特肥的猪。 老
师走近那头大猪，轻轻地吻了它。 孩子们在猪圈

外笑得前仰后合，老师吻了猪也和他们一样大笑了。
这位英国教师激励孩子的怪招虽然滑稽可笑， 但作

为一个老师为了让学生“成绩搞上去”，不顾身份想出“吻
猪”怪招，这体现了英国教师的敬业精神，他们所追求的
亲近自由的教育境界让我敬佩不已。 陆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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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教育

你问我答

专家：还是悠着点好 常德周女士来电： 女儿目前读高二，
将来想送女儿到美国留学，听说美国签证
很麻烦，想咨询一下申请美国留学签证的
回答技巧。

记者采访了长沙市的相关留学机构，
他们建议：

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证明自
己是一位合理、合法的学生，也就是说，要
在展示过程中及时出示自己的相关证据。
签证官并不会要求学生提交这些材料，需
要在对方提及相关问题的时候将自己的
材料递交给对方。 此外，在参加签证面试
之前，要整理好相关材料，保证不要少带
一些相关材料。

其次，尽量避开劣势。 当签证官不去
询问相关问题的时候，自己最好不要主动
提及，尽量将自己比较有优势的一面展现
给对方，而不去展示自己的弱势。

第三，不要逃避问题，要直接回答问
题。 对于一些比较容易出现误解的问题，
也不要逃避，而要直接回答问题，之后再
去仔细解释相关问题。 如果有可以解除误
解的材料，也应及时提交。

第四，主动对容易产生误解的情况进
行解释。 在准备签证面试之前，最好能够到网上了
解一下一些常见的拒签原因， 了解一些可能产生
误解的情况。

本报记者 刘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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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美国门户开放报告》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3至 2014学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超 27 万，比上一
学年增加 16.5%； 本科阶段的学生持续增长， 增幅
17.9%， 总数达 11 万余人， 基本与研究生阶段人数
（11.5万余人）持平。

报告显示，2014年， 在美国学院和大学的国际学
生人数达到 886052 人， 来自中国的学生占美国所有
国际学生的 31%，是美国第一大生源国。 留学专家表
示，在很长一段时间，攻读研究生一直是中国学生赴
美留学的主流。 在专业选择方面，经济与管理、工程、
数学与计算机是国际学生人数最多的 3 个专业，我国
学生赴美留学的专业选择与上述情况相似。

该报告是在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的支
持下， 由国际教育协会所发表的年度国际学术性报
告，是了解美国留学情况的重要材料之一。

据《中国教育报》

2014中国赴美留学
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数持平

丰富的生活经验
也能赚钱

勤工俭学对学生而言， 在赚钱的同时积累经
验，既解决了缺钱的难题，又为将来毕业找工作做
好了铺垫。 在美国，很多大学都有专门的校内招聘
网页，学生在找工作时则可根据自身情况，在通过
校内招聘系统中选择职位进行申请。

美国校园里，丰富的生活经验也能赚钱。 哪儿
能买到最新鲜的芝士蛋糕？ 谁能剪出最帅的莫西
干头？各类自习场所的优点缺点是什么？帅哥美女
在什么地方扎堆？ 摸哪个校内雕塑期末能拿高分？
这些对新生和潜在生源来讲非常重要的信息校方
不见得比学生了解。 因此，美国大学多会雇用学生
担任校园导游、 开放日助手、 校园宣传大使等职
位。 这类工作的工资并不高(通常每小时不超过 10
美元)，但比起资料录入、图书码放等，“倚老卖老”
型的工作既不枯燥又满足了学生的分享欲。

除此之外， 一些大学还会安排高年级学生成
为住宿顾问，帮助新生顺利、愉快地度过入学后的
适应期。 以宾夕法尼亚大学为例，担任这一职务的
学生需要有很强的沟通能力和抗压能力，因为他们
不仅需要保证每周 15至 20小时的值班时间，随时
面对新生抛来的各类问题，还要帮助新生解决如暖
气漏水、舍友不睦等日常琐事。住宿顾问虽然辛苦，
但可以免费入住羡煞旁人的单人套间，享受餐饮补
助等。 算下来，每学期可省出 5000美元左右。

刘芬 /整理

根据加拿大目前的政策规
定， 留学生只要在加拿大正规院
校连续不间断进行 2 年或 2 年以
上的学习， 毕业时可申请 3 年的
工作签证。 毕业生只要在这 3 年
内找到工作， 并提供 1 年的相关
专业的全职工作经验， 就能申请
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Shelley曾留学加拿大， 毕业
后，Shelley先后供职于美联证券、
加拿大当地某银行。 Shelley在回
国后， 担任某知名外资银行广州
分行个人银行服务部副总裁。

对于在国外及外资企业求职

和发展，Shelley表示，专业度和沟
通能力是关键。留学期间，学生首
先要清晰自己的职业方向， 充实
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专业度。同
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和课堂演
讲， 锻炼自己快速思考、 提炼观
点、组织语言的能力，提升表达能
力、独立思考能力及英文水平。

Shelley建议， 学生可根据自
己的兴趣爱好多参与校园社团活
动， 锻炼社交能力， 积累人脉资
源。“在大学学习期间，也要积累
实习、兼职经验，增加自己的求职
筹码。 ” 胡艺

打工生活

指点一二

作者拍摄于 Stanford�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