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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启德教育发布《2022 中国学生留学白皮书》（以下简称《白

皮书》），其中指出，多国高校注重申请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已成为趋

势。相较于考试成绩、院校背景等“硬条件”，“软实力”指的是申请者

的哪些能力？学生又该如何提高软实力以保证被成功录取呢？

软实力体现学生综合素养
“在申请留学时，我们通常将

学生的院校背景、专业绩点、各类

留学考试的成绩等合并称为学生

的‘硬实力’，而实习工作经历、科

研竞赛、课外活动、面试表现等个

性化经历则属于申请学生的‘软

实力’。”托普仕国际教育业务总

监李开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

绍，“一般而言，当申请学生的各

项成绩达到学校的硬性要求后，

软实力的强弱对于能否得到招生

官的青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申

请排名靠前的学校时，竞争更加

激烈，软实力能体现出学生较强

的综合素养。”

叶森是法国 SKEMA 高等商

学院企业金融专业的一名在读硕

士生，回想起自己的申请经历，叶

森认为，丰富的课外活动、实践经

历为自己申请成

功加分不少。“本

科时我在法国波

尔多大学学习企

业战略，因此是跨

专业申请金融项

目。我的申请过程

包含提交简历和

两轮面试，简历中

我展示了自己做

学联主席时组织

的社团活动、在波尔多创业做葡

萄酒贸易的经历，面试时招生官

对此很感兴趣，提了不少问题。”

记者注意到，学生的软实力

正越来越成为海外院校在录取时

的考察重点。据《白皮书》统计，以

美国为例，排名前 30 的大学本科

录取中，更偏好录取拥有 4—5 种

竞赛奖项或学术荣誉的申请者。

不少被成功录取的学生虽在考试

成绩上并不抢眼，但凭借丰富、立

体的个人经历，同样在竞争中脱

颖而出。而在英国本科院校申请

中，热门专业如计算机、商科管理

专业等，申请者的成绩大多高于

硬性要求，因此在招生录取过程

中，一些院校的热门专业会增加

面试环节，希望通过学生的软实

力展示更全面地了解其特质。

“考查学生”也是“考查校友”

“除了分数，软实力同样能

够体现申请学生的学习能力。”

李开会解释说，“以申请金融工

程专业为例，如果申请者在校

拥有科研项目经历，能够以此

体现自己编程、数学建模等能

力，那么招生官完全可以据此

评判出学生的学术水平。如果

申请者曾在券商公司实习且表

现不错，招生官便有理由相信

该学生具备一定的实操能力。”

软实力还能展示申请者对

该专业领域的学习热情。叶森

跨专业成功申请到企业金融项

目，正是得益于自身的创业经

历。“和系主任面试时，我讲述

了自己在波尔多做葡萄酒贸易

的故事，通过进行市场调研、参

与项目现金流管理，我掌握了

金融相关知识，对有价证券也

产生了兴趣。此外，这也向招生

官证明了我拥有实践经验，申

请跨专业学习绝非一时兴起，

我对学习这门专业有充分的准

备和信心。”

面试时，叶森还被问及平

时的兴趣爱好。“当我告诉系主

任我平时的爱好是摄影时，他

眼前一亮，当时我心中便觉得

‘有戏’！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多培养些个人爱好，作为

学生既要读好书也要爱生活。”

对此，李开会补充说，“部分海

外院校考察学生的兴趣、特长

时，很看重学生的运动能力。很

多学校十分看重学生的精神面

貌、是否具有冒险精神等。尤其

对于竞争激烈的名校来说，除

了学习能力和专业能力，招生

官一定会更多关注申请者的思

维与个性，以此来评估该名学生

未来发展的潜力。换句话说，学校

不只是考查一个学生是否应该被

录取，也是在判断学生是否具备

成为该校校友的能力。”

有的放矢兼顾软硬实力

不同专业的申请者，提升

软实力的途径各不相同。李开

会建议说：“对于商科学生，常

见的途径有参加商业运营比赛

或参加实习，这些活动可以锻

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管理能

力，如果有行业知名公司的实

习则是锦上添花，能给申请者

加分不少。”对于生物、物理等基

础学科的学生，可以多参加科研

项目并尝试发表论文，项目质量

高低、论文发表的期刊等级都会

拉开竞争学生间的差距。

对于文科学生而言，由于

在校学习时理论课程较多，可

以多参加校外实习，积累实践

经验。

艺术类专业学生除了参加

行业实习外，若有艺术作品参

加大赛，也可以为申请加分。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看似

与专业无关的活动经历，有时

也可能带来“惊喜”，助力留学

申请。叶森说，他在申请材料中

展示了自己担任波尔多中国学

者学生联合会主席的经历，“学

联每年在当地举办华人春晚，

我需要分配任务、协调不同部

门共同完成活动，这一定程度

上锻炼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发现招生官对这段有关春晚

的经历很有兴致时，叶森意识

到，学校关心的是申请者在此

过程中的个人成长与收获。

就读于北京一所国际学校

的陈冰（化名）在今年申请季

中，成功被美国布朗大学物理

专业录取，圆梦藤校。在申请材

料中，陈冰列举出的课外活动

经历非常丰富，除了参与学术

竞赛和科研项目，他还做过社

区和留守儿童学校的志愿者，

同时还创建了个人微信公众

号，定期分享自己的绘画作品。

启德留学相关专家建议，

“重规划、少刷分”的录取倾向

在未来申请中会成为常态。尤

其对于竞争激烈的院校和专

业，学生务必要提前规划不同

阶段的发力方向，有的放矢兼

顾软硬实力，才能让留学路走

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周姝芸来源：《人民日报海

外版》）
叶森（中）在校期间与法国当地酒商进行贸易洽谈

什么是国风？他们以琴声与舞蹈作答
一身汉服、轻纱遮面，

一只中国结、一把古筝，

留学法国的中国“古筝姑

娘”彭静旋在巴黎塞纳河

畔、波尔多街头广场一次

次令当地听众折服于中

国传统音乐的魅力。

一跃三尺、凌空劈叉，

一把红扇、一副水袖，在英

国教学的中国舞者马蛟龙

在伦敦塔桥、特拉法加广

场一次次让当地观众惊叹

于中国古典舞蹈的风采。

到底什么是国风？

“我认为的国风是以中国

传统文化艺术为基础，经

过现代化创作的一种国

有风范。”马蛟龙日前这

样回答记者。

七岁习筝，已经在法

国求学多年的彭静旋说，

她在法国街头表演古筝

的初衷其实非常简单，那

就是“分享美好，分享音

乐”，“将古筝作为桥梁，

让更多的法国人认识和

了解我们的乐器”。

回想起第一次在异

国街头表演的经历，彭静

旋说，当时心里还比较忐

忑，选择的曲子是一些中

国传统的筝曲，比如《高

山流水》《渔舟唱晚》，“在

后面的表演中，我就加入

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

西方歌曲，把它们进行中

国风的演奏”。

“每次演出，观众的反

应都很积极，让我深受鼓

舞，”她说，“在远处会有

小姐姐画我，之后把画送

给我，说非常开心能够在

美丽的午后与我相遇；还

有一些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在听我演奏后说，能

够从音乐中感受到中国

的山山水水，非常想以后

有机会可以去中国走一

走、看一看。”

十二岁习舞，来自北

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

马蛟龙几年前公派到伦

敦教授中国古典舞。他

说，开始在英国街头拍摄

舞蹈视频属于机缘巧合，

当时受疫情影响，他不得

不在线上授课，每天还要

在家里训练，保持肌肉力

量和柔韧性，但家里空间

有限，舞蹈动作施展不

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

在热门旅游景点格林尼

治公园拍摄了一段舞蹈

视频，受到很多人的喜

爱，他就此开启了自己的

“视频拍摄”之旅。

“现在，制作分享视频

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

分。最重要的是，它是向

更多观众，特别是海外观

众展示中国古典舞的一

个很好的方式，”马蛟龙

说，“我的每一个视频其

实并不是在街头表演，而

是我作为中国人，通过手

持中国传统道具，比如红

扇、水袖，与西方风景和

建筑的一种融合，也像是

一种不同方式的对话。”

马蛟龙说，他的英国

学生们不是专业舞者，在

未来的教学中，希望他们

不是简单地模仿舞蹈动

作，而是将学习中国古典

舞作为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种方式。

对于未来，彭静旋希望

能够在学习之余，继续享受

街头演出，同时也能把古

筝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尚栩、杨骏、司源 来

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已成为
英国最大留学生生源国
综合英国《卫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消息，最新

数据显示，申请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数量再创新高，中

国已成为英国最大留学生生源国。截至 6月 30日，今

年共有 3.14万名中国学生申请去英国高校学习。

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数据显

示，今年申请去英国高校学习的中国学生数量较去

年增加 10%，较 2019 年增加近 60%。此外，来自尼日

利亚和印度的学生数量也创历史新高。2020 年之前，

英国大部分外国留学生来自欧盟国家，但英国脱欧

后，欧盟学生需要付更高的学费，这也成为欧盟学生

减少的原因。

UCAS 首席执行官克莱尔·马尔尚特认为，尽管

新冠疫情对英国教育事业造成一定破坏，但学生申

请数创下纪录的消息令人鼓舞，“英国大学将继续支

持这些学生。”

此外，今秋将赴英留学的学生需要注意签证申

请时间。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已于近日对 2022 年学生

签证申请做出了官方提示，由于疫情、国际局势等原

因影响，英国学生签证的受理时间将会延长。因此，

建议 2022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即日起便进行签证申

请准备，避免因为受理时间延长而耽误入学。

每年 8月是学生签证申请最多的时候，签证受

理时间也有进一步延长的可能。因此，英国签证与移

民局强烈建议学子尽早开始签证申请准备，尽量避

开 8月的申请高峰期。受到签证受理量的影响，优先

服务（Priority）和超级优先服务（Super Priority）服务

暂时关闭，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建议有紧急需要的申

请者一定要提早进行签证申请。

（业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马蛟龙彭静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