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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实习单位适应公司环境

4月的北美樱花烂漫，倪清

然与朋友一起到美国华盛顿赏

樱。正值良辰佳景，青年即将各

奔前程。

倪清然是宾夕法尼亚州立

大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学习数

字媒体专业的同时辅修平面设

计，她正在规划自己的毕业安

排。

“我们的学校很大很美。校

内有 7个图书馆，提供了很多

学习资源。由于我的专业方向

偏重于设计，学校就给我们专

业的学生提供了最先进的 3D

打印机和相机。”说到自己的学

校，倪清然很是骄傲。

她告诉笔者，学校对于

学生读几年才可以毕业并无

硬性要求。“我们可以自由设

计课程规划，灵活安排上课

时间，只要专业课全部上完

就可以毕业。学校还提供给

学生进行不同尝试的机会，

这意味着换专业相对容易。”

倪清然说。

因为倪清然辅修了平面设

计专业，因此需要在 4年内学

完该专业一半的课程。按她的

计划，明年会按时毕业。

据倪清然介绍，学校鼓励

本科学生毕业后到别的学校体

验不同的教学氛围，她正在考

虑申请其他学校的研究生。

为了让自己成长得更快，

在过去的 3年中，倪清然利用

课余时间实习兼职。每到寒暑

假，她就会寻找各种与所读专

业相关的实习机会。“大一我在

一家建筑设计单位实习，大二

去了一家室内设计公司的广告

部做设计。这个学期我在一家

留学服务公司实习，打算暑假

继续做这份工作。工作内容是

负责留学圈领头的几个公众

号、网站和应用程序的设计。”

倪清然说。

除了在校外实习，倪清

然还利用空余时间在校内做

兼职，现已攒下一笔不小的

零花钱。“从找实习单位到适

应公司环境，再到报税缴税，

我觉得自己对生活的规划能

力和独立生活能力提高不

少。最重要的是，这些经历让

我积累了一些行业知识。”倪

清然说。

毕业后，倪清然初步计划

继续留美读研。“本科毕业就找

工作不太现实，我打算研究生

阶段学习交互设计专业。希望

能进入心仪的学校卡耐基梅隆

大学，因为它的设计专业很

强。”倪清然说，“在美国学习 3

年，我积累了一些人脉，对当地

的设计环境也比较了解，研究

生毕业后，如果能先在美国就

业并积累经验，也是不错的选

择。” （于璐嘉）

据启德教育 4 月 20 日在北京

发布的《2019英国留学报告》(简称

“报告”)显示，中国学生注册就读英

国授课型硕士、本科和中学的人数

正在迅速增长。

报告引述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统

计数据称，2014年至 2018年，英国

移民局在中国内地颁发的第四层级

学生签证 (Tier4)从 64186 个增长到

99264个，增幅约为 54.65%。2018

年，英国移民局还向中国公民签发

了 31000份短期学习签证，同比增

长 26%。

这是启德教育连续第二年发

布《英国留学报告》，该报告结合

英国各大官方机构数据和启德留

学客户服务数据，盘点英国留学

申请现状及趋势，以期为意向留

学英国的家庭提供全面系统的决

策参考。

报告指出，一年制的授课型硕

士是中国留英学生群体中的主流，

占比达 50%以上。2015 年到 2018

年中国学生注册就读英国授课型

硕士的人数一直持续增长，分别是

47690 人、49295 人和 57040 人，约

占当年中国留英总学生人数的

52%、51%和 53%。启德留学客户服

务数据显示，2017-2018 年度中国

留英硕士生的就读方向以商科为

主。传播和文学、教育学专业分列

第二、第三。

英国官方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18年中国学生注册就读英国本科

的人数从 36280 人增至 41710 人。

2018年 10月，伯明翰大学宣布承认

中国高考成绩直读英国本科，随后

多所英国高校也宣布接受中国高考

成绩。今年 2月，英国议会批准立

法，英国大学或将于 2019年 9月推

行两年制本科学位。这意味着英国

本硕连读，仅需三年时间就可以拿

到硕士学位。

与三年制学位相比，两年制本

科“快速学位”课程更短、更密集，

将三年每年 30 周的课程压缩为两

年每年 45 周的教学时间，让能力

强的学生可以高效完成学习。这不

仅节省一年的时间成本，也节省一

年的生活费、住宿费等开支。报告

认为，在政策连续利好下，将吸引

更多中国学生在本科阶段来到英

国就读。

报告还披露，2018年英国中学

生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达到 9008

人，较 2014年涨幅高达 89.52%，增

加了将近一倍。报告分析认为，来自

中国内地的中学生数量近几年大幅

度攀升，与中国经济发展、高净值人

群增加以及越来越多中国家庭青睐

英国中学高质量的精英教育息息相

关。

英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东亚区教育推广

主任齐琦介绍，英国一直是最受国

际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之

一，目前英国最主要的三个生源国

家是中国、印度和美国。启德教育今

年初发布的《2019中国学生留学意

向调查报告》显示，英国已经超越美

国成为中国学生意向留学地首选。

（戴梦岚）

报告称赴英留学的
中国学生持续增长
授课型硕士成主流

在巴纳德学院读书的感受
位于美国纽约的巴

纳德学院的春假刚结

束，就读于该校的中国

留学生张硕也度过了一

个收获满满的假期。

张硕告诉笔者，许

多当地学生会利用春假

到欧洲旅游，中国留学

生也会到美国各城市游

览，比如波士顿、芝加哥

等，并拜访在这些城市

就读的朋友。

春假期间，张硕走

出校门，在纽约感受当

地的风土人情。“我游览

了纽约一些比较著名的

景点，如帝国大厦、第五

大道和时代广场等，还在

当地看了一场音乐剧。”

她说，“在纽约街区和公

园中常能遇到一家人外

出的温馨场面：或是爸妈

带着孩子们在户外餐厅

吃饭，或是有人牵着狗在

公园里散步。每当看到这

种场景，我就会觉得非常

温暖，也会想念在国内的

家人。”

更像是一个社区
在巴纳德学院读

书，张硕收获颇丰。“巴

纳德不仅是一所学校，

更像是一个社区。虽然

很多同学和老师彼此之

间并不认识，但氛围是

友好互助的。”她告诉笔

者，不仅自己所住的学

生公寓会安排各种活

动，学校的各学生组织

也会帮助学生缓解压

力，“感觉像一个大家

庭”。

据张硕介绍，学校

会发邮件告知学生近

期各类学校活动的内

容、举办时间、地点等。

“学校还有各式各样的

工作坊，例如摄影设计

工作坊、手工创意工作

坊、演讲工作坊等。我

参加过几次工作坊的

活动，非常受启发。”张

硕说。

别样的课堂体验
留学期间，让张硕

印象深刻的是巴纳德学

院别样的课堂。

“在语言人类学课

上，教授邀请了一位聋

哑老师做客座讲师，这

位老师全程用手语和

我们交流，教授为他做

翻译。”张硕告诉笔者，

这件事让自己感触颇

多，“我也从这位聋哑

老 师 身 上 学 到 了 很

多。”

巴纳德学院是一所

女子学院，学校开设了

很多有关女性发展和成

长的讲座。“老师会讲解

各种各样的相关知识，

包括女性如何自卫、如

何应对性侵犯等。如果

学生遇到问题，随时可

以找老师沟通。这些讲

座是我之前很少接触到

的，借由这些特别的讲

座，让我感受到了不一

样的课堂氛围。”张硕

说。

（于璐嘉）

回国就业学子怎么看
当下中国发展迅速，吸引了大批海外学子回国就业，正在海外留学的

学子对于回国就业怎么看？

看好国内发展前景

杜祥龙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

伦比亚大学读大二，所学的专业是

综合科技。他毕业以后的规划是回

国创业，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回国

创业，杜祥龙的回答十分爽快：“我

不喜欢给别人打工。因为我比较随

性，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想到什

么就会去做。”

杜祥龙非常看好国内的高新

技术行业，他告诉笔者：“我们现在

所处的时代科技高速发展，国内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很快，我对这个行

业充满信心，也希望自己能投身其

中。”

张琪晨在韩国东国大学读电

影影像专业，今年即将毕业，希望回

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和杜祥

龙不同的是，她把爱好和工作分得很

清楚。张琪晨说：“曾经希望工作是自

己喜欢做的事，后来发现工作就是工

作，把喜欢的事作为工作的话，反而

会磨灭自己对这件事的热情。所以，

我希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同

时继续把摄影这个爱好继续下去。”

回国与家人团聚

促使学子回国工作的另外一

个原因是希望与家人朋友团聚。

杜祥龙之所以选择毕业以后

回国创业，是因为希望可以离家人

更近一点。“我很恋家，父母也支持

我回国创业，还会给我提供资金和

经验方面的帮助。所以我的想法很

坚定，就是回国创业，干一番自己

的事业。”杜祥龙说。

董金明正在加拿大道格拉斯

学院读大二，他观察到身边大多数

中国留学生都想回国就业或者创

业。“这些选择回国就业的同学中，

有的是因为家里有产业，毕业以后

可以回去帮忙；有的目标明确，想

回国创业；有的是本来就不愿意出

国，出国读书的决定是家人做的，

毕业回国就毫无悬念……”

当被问到自己属于哪一类学

子时，董金明说：“我属于回国创业

那类，我喜欢汽车，所以选择了机

械类专业，就是希望以后可以拥有

自己的事业。”他读的是电子机械

工程专业，平时没事时会做一些汽

车改色贴膜的兼职工作，以为未来

的工作积累经验。

处于纠结之中
还有一部分学子处于观望之

中，他们既喜欢国外的生活方式，

又怀念家乡的熟悉感觉，所以正处

于回国或不回国的纠结之中。

徐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读研究生，今年 5月即将毕业。

处于毕业季的她显得有些焦虑：

“我初步打算是先在国外工作一段

时间，已经投了十几份简历，各个

行业都有，但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

的工作并不容易。”

美国的艺术氛围吸引了徐霖，

但国内也有让她放不下的。虽然希

望在国外就业，徐霖还是会犹豫：

“家人都在国内，在这里我只有几

个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说实话，

有时候我也想回国，如果找不到喜

欢的工作，我也会考虑回国找一份

喜欢的工作。”

（刘 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