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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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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提升能力
就业更显优势

国外有些高校或科研机构在农业领域的教学
水平与科研水平比较高，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也非常有帮助。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金双侠
曾经在欧美多所大学访学，并在美国中佛罗里
达大学工作过 4 年半。他说：“欧美的一些高校
与我们国内高校的教育理念有所不同，他们会
更加严格地要求研究生，所以在国外读研究生
很辛苦。并且他们注重口头表达能力、动手能
力、独立思考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综合培养，
学生很快便能独当一面。”他还提到，在国外的
研究生阶段就会独立申请课题并展开研究，而
在国内往往是导师申请课题、写论文，研究生
只是提供实验的数据。所以，在国外读研究生
收获更多。

目前，国内很多用人单位或高校都强调“异
源血统”，即要有在国外学习、研究或工作的经
历。“大部分学生选择读研究生本就是为了就
业，所以去国外好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读农科专
业的研究生，对就业还是很有帮助的。”华中农
业大学水产学院教授刘红说，“以色列、挪威、
日本等国在工厂化养殖技术方面的研究非常先
进 ， 如 果 去 这 些 国 家 的 相 关 大 学 相 关 专 业 留
学，会学到更多先进技术，对今后的就业或创

业都会有帮助。”
高鹤目前就读于日本北海道大学水产学部，

从事鱼类生殖生理学的研究。他介绍说：“在日
本，水产研究的领域很全面，包括渔政、渔具
等。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所以，出国
读农科专业研究生，无论毕业后继续从事科研，
还是就业、创业，都能夯实基础，掌握一定的前
沿知识技术。

科研重点不同
就业取向有异

选择出国读农科专业研究生固然有很多优势，
但由于国情不同，也存在着不利因素。刘红教授表
示：“国外与国内的国情不同，因此造成科研侧重的
方向有所差异。中国作为人口大国，水产品的需求
量大，所以养殖量非常大。一旦遭遇病害，便会损失
惨重。因此，国内的科研工作者往往更关注动物病
理或毒理方面的研究。而在国外，很多国家由于养
殖量比较低，当出现病害时，往往采取直接销毁的
办法，并不太关注动物病理或毒理方面的研究。”所
以，这种科研侧重方向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
一些留学生回国后不好就业。

文露莎现就读于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从事有
机农业方面的研究。她说：“最让我苦恼的是，我
不知道毕业回国后能够做些什么。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发现国内有我现在正在学习的研究方
向，所以毕业以后要想回国发展可能会有障碍。”

明确个人目标
选好导师择校

农科专业研究生，究竟是在国内读好，还是
出国读好？对此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为每个人的
具体情况不同。学业规划要根据学生自身的实际
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如果学生有明确的目标，有
成熟的心理素质，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那
么，出国读研究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农科专业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往往需要做大量
的实验，需要有足够的科研经费支持，所以对于
学生来说，选择导师尤为重要。金双侠教授表
示，研究生要依托导师的科研经费来进行研究，
所以读研究生要先选导师，再选学校。在学生感
兴趣的领域选择比较有知名度的科学家及其课题
组，要看这个科学家近几年发表的科研论文水
平，是否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过；看他是否有
持续的科研经费支持，例如美国农业部科学基
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比尔·盖茨科学基金、美
国国立卫生院基金等。

农科专业是留学的冷门专业，也是当今飞速发展
的专业。高鹤说：“农业中一些新兴的领域，例如生物
信息、水环境监测等，就业前景都是很好的。”在出国
留学时，可以选择前景较好的新兴专业或者与其他行
业关联度较高的专业。金双侠教授也表示：“很多农学
方面的研究与医学相关性比较高，很多人出国后转而
研究医学，就业面也因此拓宽了很多。”

自古至今自古至今，，中国都是农业大国中国都是农业大国，，那么农科专业那么农科专业
大学生出国还能获得啥大学生出国还能获得啥？？从专业选择来看从专业选择来看，，我国留我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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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将实习与就业加入到留学
服务中，形成了“职场启蒙、名企实习、留学、归国就业的一站式闭环
服务”，提倡学子在留学前有针对性地做好职业规划，为留学申请与将来
的就业打好基础。

为扎堆热门专业的学子打基础

职业规划是学生走向职场之前需要谨慎考虑和详细制订的人生蓝图
的一部分，尤其对于将要出国读研的学生而言，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对自
身重新定位，或根据社会对人才类型的需求重新选择专业，这将直接关
系到他们未来的就业。

有关数据显示，2015年有超过45万学生赴英留学，其中中国学生人数达
13万。另外，2015年9月至2016年2月的英国研究生申请数据显示，商科管理
类专业、金融类专业依然是中国学生赴英留学的首选，合计占比54%。北京新
东方海威时代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裁俞仲秋解释说：“热门专业的背后，代表
的是激烈的竞争。因此学生留学前就该做好职业规划，积累一定的相关专业的
实习经验，不仅有助于留学的申请，也为将来的就业提供保障。”

俞仲秋还补充说：“在我们的调查中，高达40%的学生希望在接受留
学服务的同时，也能得到就业指导服务。就业是当前留学市场客户的

‘痛点’，无论是国内的高校毕业生还是海归，都面临着就业困难的大环
境，学生对于职业规划的诉求越来越强烈。”通过在留学前就介入到学生

“以就业为导向”的留学规划中，提供职业兴趣培养、职业能力提升、职
业生涯规划的辅导，在就业季为学生进行一对一的就业咨询，全程提供
管家式的求职指导，能为学生将来的就业打好基础。

为无缘校招的学子提供保障

每年9月都是知名企业进行校园招聘的日子，而此时正值海外很多大
学的毕业季，海外学子因为时间上的不吻合，会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从而大大降低了回国找到合适工作的几率。海外学子找工作多集中于海
投简历、笔试、回国后面试等固定模式。俞仲秋表示：“绝大多数学子是
回国以后才开始通过投简历、参加招聘会等形式找工作。根据我们的调
查显示，通过‘社交推荐’这种方式找工作的同学所占比例很少。”从某
种程度而言，这也是职业规划欠缺的体现。

姚琳 （化名） 今年夏天刚开始就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金融专业，她
说：“虽然大学也有职业规划课，但我确实没有认真规划过自己的职业生
涯。选择念金融专业也是因为我本科就是念的这个专业。至于未来找工
作，应该会毕业回国后再进行。”她还表示，念完一年研究生后，自己可
能赶不上明年国内9月的校招。这不光是姚琳的苦恼，同样是令很多海外
学子头疼的问题。

其实只要在留学前制订好职业规划，并按部就班地进行留学专业选
择、实习等，就可以弥补错过的校招。拥有业界顶尖单位的实习经历，
想必是很多企业在招揽人才时所看重的加分项。

职业规划早制订职业规划早制订

有助留学与就业有助留学与就业
郭广燚娟

2013 年 9 月的一天，在被无良司机坑走
50 英磅之后，我顺利到达曼彻斯特中心。当
时唯一的感受是，城里和村里就是不一样。
虽然我曾居住了长达一年的谢菲尔德号称英
格兰第四大城市，可对于我们这些在祖国林
立的高楼中长大的孩子来说，那就是个小山
村，我们亲切地叫她谢村。这次我入住的宿
舍在十一层，这个房间有一扇很大的窗户，
几乎占据了整面墙壁。目光所及之处是成片
的校区、草坪、树木，甚至能隐约看到市中
心辉煌的灯火。这才配叫城市，我在心里默
默地想。当然，我不是说谢菲尔德不好。在
那种小城里，往往出门就能见到熟人，人们
又都很善良，于是不熟的也都慢慢混熟了。
住到最后，我甚至觉得市中心的人群里有一
半都是熟悉的面庞。这样比起来，曼城就稍
稍显得有些冷漠。

入学前的头等大事当然是去报到，作为
这个城市的新鲜血液外加路痴，我合情合理

地迷路了。无奈那天出门实在太早，整条街
上只有一位地道的英国美女迎面而来。她是
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很高冷的美人，风衣、墨
镜、面无表情。但是我不能怯场，否则就彻
底走丢了。于是，我做好被无视的准备，鼓
起勇气走上去问路。没想到我话音刚落，她
就露出一脸邻家大妈般的亲切笑容，殷勤地
为我指路。最后干脆来了一句，“哎呀，我担
心你找不到，还是带你去吧！”我并没有礼貌
性地推辞，因为我知道她的担心是对的。这
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曼城的温暖，所以记忆犹
新。在这之后3年里相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
如陌生人善意的微笑、称赞、点头致意；比
如被一群亢奋的球迷围在中间，一边走一边
拍手唱歌，我只好跟着一起拍，因为不会
唱；比如在街上偶遇两个帅气的英国男孩，

坚 持 要 跟 我 撞 拳 、 击
掌。他们似乎正要盛装
出席某个聚会，看上去很
兴奋，我便一一遵命。离
开时他们笑着祝我今晚
过得愉快，于是我那原本
无所事事的夜晚，就这

样变成一个愉快的、无所事事的夜晚。
大二那年我报了一门领导学的课，这门

课要求做满至少 15 小时的义工，做得越多等
级越高。大雨天去公园扫落叶，圣诞节夜晚
布置彩灯，为远郊的社区锯木头组装垃圾
桶，这些我全都不在话下。我做得最久的一
项工作是在郊区的食品银行，简单来讲就是
从各大超市领取一些快到保质期的食物，然
后发放给来领取食物的人。可以想象来到这
里的客人们，生活何等窘迫。我不大愿意陪
他们闲聊，因为实在不太擅长面对冗长的牢
骚，所以投机取巧地躲在厨房为他们泡茶，
殷勤地整理食物。

我尤其记得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长得
像洋娃娃一样完美。她姐姐安静地陪在妈妈
身边，而她一进门就绕着破旧的大厅跑来跑
去。她真的太可爱了，我为她摆好很多玩
具，然后去一旁拿食物。很快她开始一遍一
遍地跑到我身边，把她喜欢的玩具分享给

我。她的妈妈在一旁哭了，她没有管她的孩
子，而是一直在和我的朋友聊天、诉苦。我
没有加入她们的对话，所以只能脑补她流泪的
原因以及她为何会沦落到独自抚养两个女儿。
说来也奇怪，在那一刻之前，哪怕见过再多的
流浪汉，我都一直觉得英国是没有穷人的。

无论如何，我忘不了那个脏乱差的小厨
房，忘不了他们用怎样可怕的方式刷杯子，
忘不了那个活泼美丽的小女孩，她离开前如
何亲切地与我告别。

由于见识过远郊的贫穷困苦，我一度感
觉市中心异常繁华。奢侈品和潮牌的普及度
很广泛，几年来我几乎可以认清所有法国和
意大利的品牌，哪怕是根本买不起的。曼城
算得上英格兰中心的中心，火车站常年人来
人往，但远没有国内那么拥挤。从这里出
发，我也几乎把其他地方都去了一遍。英国
真的很小，偏偏每个城市都是独特的，距离
再近都会有自己的方言。

最后，送上英国公共厕所的一段标语，曾
经逗笑我很多次：“请勿往马桶里随意丢弃卫
生巾，杂物，前男友的毛衣，完结的日记，不要
的手机，旧书信，希望，梦想和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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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细节不容忽视

留学准备是一个综合工程，需要留学
生及其家人付出大量的精力。由于缺乏经
验，一些留学家庭在进行留学前准备时往
往会忽略很多细节，给留学埋下隐患。

谢意即将前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
读国际金融专业研究生。她说：“由于各个
学校的要求不一样，在准备申请材料方
面，一定要提前问清楚，以免造成不必要
的麻烦。我建议在笔记本上详细地分别列
出要准备的材料及其准备方法。”

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风
俗习惯，在出国留学前，了解一些留学目
的地国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上的相关
信息，也是十分必要的。谢意说：“由于英国
的气候类型与中国不同，所以要提前了解。
我留学的学校位于苏格兰。苏格兰人说话快
的时候，还真是难以听懂。所以我在出国前
特地花时间了解苏格兰口音的发音规则与
特点，以防去了之后上课听不懂。”

此外，国内外大学的管理模式也存在
差异。马浩源毕业于美国太平洋大学，他
说：“出国后，留学生要有更强的主动性。
因为很多事情不像在国内，会有辅导员或
班干部帮我们去做，而是需要自己通过查
资料等多种途径收集信息，比如交学费、
选课、参加活动、缴税等。这些生活和学
习上琐碎但又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容易被
我们忽略的，结果事到眼前往往手忙脚
乱。所以最好提前做好功课、了解清楚。”

李汉 （化名） 本科时曾去韩国做交换
生，今年 8 月底将再次赴韩国读研究生。

他说：“韩国的冬天很冷，所以去韩国留学
最好带一些保暖性好的衣服。另外，要多
做语言上的准备，多了解当地的文化，以
达到尽早适应环境的目的。一些计划到学
校后再买的东西，可以通过学校的论坛或
微博和学长学姐交流请教，了解当地规律
性的打折时间，以便节省开支。”

心理准备至关重要

出国前，留学生及其家人还面临着很
多心理上的压力。谢意是第一次一个人到
国外生活学习，她的妈妈表示非常担心：

“我担心她一个人去英国留学是否安全、是
否能吃好等。我还常常会想，如果突然和
孩子联系不上了该怎么办。所以我一遍遍
地叮嘱女儿，无论多忙，一定要及时回复爸
爸、妈妈的信息。另外，过去什么事情都是我
们帮着做，现在很多事情都让她自己来。因
为马上要出国留学了，想让她多锻炼锻炼。
最近，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催着她学做饭。孩
子出国留学，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家长，都是
一次考验，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姜任苑高中时便在父母的安排下前往
美国留学，由于当时年龄还比较小，所以
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由于是第一次出
国留学，刚开始的几天还是非常兴奋的。
现在回忆起那时候的兴奋状态觉得有些不
可思议。但是过了前面几天的兴奋劲儿就开
始想家，非常非常想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每到晚上都会自己躲在被窝里流眼泪，现
在回想起来真是难忘。”她说，“令我印象最
深的一件事便是出国留学第一年的春节。白
天我在学校上课，晚上跟爸爸妈妈视频聊

天，打开视频，看到爸爸的一瞬间，内心的委
屈一下子涌上了心头。我立刻关闭视频，大
声痛哭了起来。哭了很久才慢慢平复下来，
又打电话给家里，让爸妈放心。”

马浩源强调：“在美国留学的学习节奏
与强度往往比留学生预期的会更快和更
强，对此一定要有心理准备。”事实上，有
很多留学生正是由于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在留学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如语言障
碍、交友障碍等，轻则荒废了学业，重则
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引发极端行为。

自我调适减少烦恼

学子离开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语言，
独自赴海外留学，出现各种问题、遇到各
种困难是难免的，时常会产生负面情绪
也是难免的。为了防止负面情绪从量变到
质变，就要学会自我排遣和调适。

谢意表示：“出国之后，无论多忙也要
和家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一定要让他们放
心。平时也要多抽时间向家人汇报自己的
情况，汇报起来不怕琐碎，越具体越好。
这样可以减轻家人的牵挂，从而减轻因自
己出国留学带给家人亲朋的心理压力。”

王利就读于加拿大温尼伯学院食品科
学专业，他也表示：“平时多和家人联系、
多沟通是缓解家庭成员心理问题的有效办
法。另外，我还找了寄宿家庭和中国的室
友。寄宿家庭的老奶奶非常热心，也很照
顾我。有一个中国室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
安慰，我们平时可以互相交流、帮助和鼓
励。也因为我住在寄宿家庭，爸爸妈妈少
了一份担心，多了一份安心。”

海外求学的行前准备
刘智强 文/图

踏上海外求学之路，投身异国他乡

的学习与生活，对于学子及其家庭而

言，都是一件大事。那么，临行前除了

一些学习、生活必需品的准备外，还有

哪些必不可少的准备呢？

留学选农科 天地亦广阔
刘智强 文 娇 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