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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我成功申请到了瑞士日内瓦大学的暑期课
程。在申请好签证、安排好租房等琐事后，便满怀憧憬前
往日内瓦。

我所参加的是一个为期两周的暑期课程——全球治
理，课程包含授课教学和实践参观两种形式。课程结束，
每人需做15分钟展示报告，作为最终测评。我所在的暑期
班有来自十余个国家的约20名国际学生。包括我在内，共
有两名中国人，另一名是中央电视台驻巴西记者。其余学
生中，有跟我一样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学生、也有来自英
国、日本、法国等国的学生。

课程时间安排在 6 月末 7 月初，那时的日内瓦正值夏
季，天气异常炎热。白昼长、黑夜短，晚 10 时半天才全
黑。我们每日集中在日内瓦大学的教室里上课，不同研究
领域的教授分别为我们讲授经济、政治、历史等领域的全
球治理理论知识。高强度的集中学习让我每天都能接触到
新观点，学到新知识，受益匪浅。唯一不适应的是教室里
异常闷热，摄氏30多度的高温，教室里却没有空调。后来
我才得知，日内瓦的一些公共场所之所以不装空调，是因
为空调的使用会加剧全球气候变暖。

日内瓦聚集了众多国际组织，暑期课程中的实践项目
便是前往国际组织参访、学习。我们参访了联合国在瑞士
日内瓦的办公场所，在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和世界经济论坛
总部学习了相关知识和组织运作。令我印象极深的是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现的人道主义救援的相
关内容，他们的工作令我十分动容和钦佩。

课程之余，我也会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到处走走看看。
我们利用闲暇时间游览日内瓦老城，周末去法国里昂游
玩，也曾在意大利同学的家中开过派对……每个人都乐在
其中。

多元文化的交融总能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在这次
交换体验中，我所学到的远远超过课程本身，也许学习的
意义正在于此。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理解是无比愉悦的过
程，在理解别国文化的同时反观自身的文化背景，总能产
生新的观点与见解。期待今后我能用脚步丈量更广博的世
界，用灵魂的触角探知多样的文化与生活。

（寄自澳大利亚）

本报北京电 （记者 赵晓
霞） 日前，启德教育在京发布

《2017 澳大利亚留学报告》。该
《报告》 调研数据显示，中国学
生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留学目的
国时主要考虑教育质量、就业
前景及学校和专业排名；在选
择澳大利亚的学校时最为关注
的是学校排名。

赴澳读本科的中国学生，
有47%的学生选择商科，其次是
工科；赴澳读研的中国学生，
专业选择集中在商科、工科、
文科、理科、设计及传媒。“商
科依然是热门科目，但近年来
随着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及就业
形势的改变，中国留学生在选
择专业时越来越理性。”启德教
育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由于澳大利亚房地
产业的发展，一些与就业市场
紧密结合的商科细分新兴专业
应运而生，如工料测量、物业
估 价 、 物 业 管 理 、 营 建 管 理
等，而红酒营销等专业技能与
商业管理相结合的专业，因其
独有的特色也渐受关注。

根据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
保护部发布的数据，从 2012 年
至 2016年，澳大利亚政府发放
给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数量翻倍
增长。其中赴澳读中学的中国
学生人数、赴澳读本科的中国
学生人数、赴澳读硕士的中国
学生人数都有大幅增长。

《报告》 显示， 越来越多
的留学决策权掌握在学生的手
中：16%的出国读中学的学生，
49%的准备出国读本科的学生以
及33%的准备出国读研的学生表
示是自己做出的留学决策。

在跨文化适应方面，《报告》
的调研数据显示，赴澳读本科和
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整体适应
得不错，但小留学生在适应过程
中表现出一些问题：比如无法适
应中外教学的差异、因英语水平
低导致理解课程有困难、还有部
分学生在课堂上用中文交流等。

据启德教育相关负责人介
绍，学业管理是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的重要手段。选课是对学
业进行逻辑安排且有技巧地进
行学业管理的初始阶段，选课
的结果直接影响学业的顺利完
成和后续学业的顺利进阶。然
而在选课方面，在澳读中学的
中国小留学生中，32%的学生不
知道怎么为自己选课以及不知
道从哪些渠道收集信息。

事实上，海外中学一般都
会有专门的老师帮助学生进行
选课。而低龄留学生在出国前
也有必要进行英语强化培训，
家长要有意识地提前培养孩子
的生活自理能力，同时可以通
过一些方式让孩子提前了解国
外中学的课堂教学方式以及西
方教育体系中对学生出勤率的
重视。

平衡兴趣和课程难度

如同生活中要做的每一个选
择一样，选课也是将功利需要与
兴趣综合权衡的过程。对于大多
中国留学生来说，兴趣是他们选
课时所考量的首要因素。正所谓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才
有学习的动力。当然，按照自己
的兴趣选课固然重要，但若完全
凭兴趣而不事先了解课程内容和
课程难度，到上课时则会发现选
课结果和自己之前想象的完全不
一样。所以，提前了解预选课程

的授课内容和考试形式，再确定
要不要选该门课是必要的。

李芳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读硕士。据她介绍，每个专业都会
出一本指导手册，其上列明了相应
的学习计划和选课范围，即每学
年、每学期要修多少学分。学生需
要算好总的学分，分清必修和选
修，然后做出符合自己专业计划的
选择。“我们一般是先挑出自己喜
欢的课程，然后权衡一下课程的难
度以及是否与其他课程的上课时间
冲突，再做决定。”李芳说。

刚去日本山口大学的李青 （化
名） 说：“我们选课比较传统，没

有电子系统，学校会发纸质表格，
然后自己填好交上。在选择时我会
首先考虑是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课
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
量因素就是老师的语速，语速太快
的话无异于听天书。”

听过来人的选课建议

听取师兄师姐和当地同学的相
关选课经验，有时候比找指导老师
还管用。李青在选课前会先看看本
校的网络论坛，提前了解其他同学
对课程的介绍和建议，比如：哪些
教授的课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哪

位教授教学质量高，又能学到
很多知识；哪位教授容易修到
学分等。

李芳坦言自己刚入学时，
并不认识周围的同学和师兄师
姐，所以无法采纳前人经验。

“我开始选课时没有太多经验，
多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
择 。 等 到 后 来 和 学 长 们 熟 悉
了，就能得到更多跟选课相关
的信息，对比哪门课老师给分
高，哪门课老师要求严，然后
再做权衡和判断。”

相关留学专家建议，选课
要讲技巧。以美国为例，在有
些院校，同样的课程，学校会
安排高年级的先选，再安排低
年级的学生选课。所以，选课
要赶早，拖到截止日期，有可
能出现无课可选的情况。值得

注意的是，大部分院校会在入学后
才开始选课，但也有一些院校会在
开学前选课，这给学生选课造成了
更大的难度。所以，学生需要在留
学申请时就了解选课的相关事宜，
早做准备。

根据职业规划做选择

学习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
在选课时，可以用逆向思维来思
考：先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然后选择能够覆盖职业内容的课
程。这样的选课和学习过程，既务
实又高效。

宁馨 （化名） 在加拿大蒙特利
尔大学学习，她计划的择业方向是
人力资源管理，所以她所选择的专
业课也都与这个方向相关：国际人
力资源管理、国家产业关系和国际
职业与健康课程。“我选择学校和
专业都有很强的目的性，毕竟出国
读书不容易，不能浪费时间和金
钱。因为想在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工
作，蒙特利尔大学在这方面很有优
势，所以我选择了这所学校；选择
的课程也都是人力资源管理相关专
业的，这与我的职业规划是相符
的。” 宁馨说。

选课既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一
个价值判断的过程。学子选课前要
做足功课，结合自己的需要和专业
特点，多听取前人经验，了解所在
学校选课的相关规定，这样才能少
走弯路。

把旅行和学习结合起来

开启一段旅行，目的很简单：减压和学习。
毛彦鑫现就读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理工大学。

作为一名岩土工程系在读博士生，因为所学专业和
个人兴趣的缘故，他常常通过户外旅行来探索自然
的奥秘、体验不同的户外文化。如今，记录旅行中
的点点滴滴并在公众号上分享给小伙伴已渐渐成了
毛彦鑫记录生活、结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在日本千叶大学读书的刘柳 （化名） 很喜欢参
加学校组织的户外旅行。至今，她仍记得初到日本
时，学校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日语而组织留学生
去爬山的场景。“恰逢秋季，红枫衬着富士山给了我
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在旅行中我还见到了日本古代
的房屋建筑。虽然不懂建筑学，可是看到防止积雪
的建筑设计，还是惊讶于人类的智慧。”

并非“说走就走”那么简单

大多时候，开始一段旅行不是 “说走就走”那
般简单。在兼顾安全、课业的同时，留学生也需要
考虑开支和时间等因素。

对大部分学子来说，留学费用本身就是一笔很
大的开支，更不用说“额外”的旅行支出了。因
此，对于特别喜欢旅行的留学生来说，旅行前做好

“资本积累”很有必要。
就开支方面的建议，毛彦鑫谈到了自己做规划

时的方法。“作为学生，我在资金上不太宽裕。但为
了实现旅游梦，平时我会做一些兼职工作，比如翻

译、导游等。在选择旅行目的地的时候，我会综合
考虑当地的消费水平。此外，购买打折机票和住青
年旅社也可以节省开支。”

不管临行前的旅行计划多详细，但突如其来
的变化，也会让你措手不及。比如，制定了旅行计
划但导师临时通知有任务。就此，毛彦鑫建议，旅
行期间，记得带电脑并能保持随时待命状态。

李 凤 目 前 在 韩 国 梨 花 女 子 大 学 读 书 ， 常 和
好朋友相约出去旅游。谈及时间与旅行的分配，
她这样说道：“我们的上课时间主要集中在周一到
周五，作业也比较多。为了能在周末凑出时间外
出‘闲逛’，我在周一到周五会全身心地投入学
习，过着教学楼与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

学校之外的另种收获

对学子来说，短暂的旅行不仅能放松心情，也
能有意料之外的收获。

日语不熟练是刘柳旅行中遇到的一大困难。
“在外旅行，无法用语言交流时，日语老师会作为
后援帮我沟通，就连司机师傅也会‘手舞足蹈’地
比划，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让我感受到了异国
的温暖。”刘柳也表示，旅行让她收获了心境的宁
静，这让她后续的学习和生活充满了干劲。“小河
沟里的游鱼、静谧的天空……这些让我忘掉了学习
压力。”

去年 4 月，毛彦鑫奔赴被誉为“大西洋明珠”
的马德拉群岛，探索当地的文化风貌。因为准备不
充分，毛彦鑫在旅途中“吃了亏”。天气无端、准备
不足……都成了他在旅行途中遇到的“坎儿”。“一
路上虽然辛苦，但是在见到山顶的绝美风景时，看
到大山、大海，心中真的会升起一种豪迈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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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课体验
□ 马素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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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记

《2017澳大利亚留学报告》出炉

中国学生选择专业更理性

留学传真留学传真

奔着轻松拿A选的课，一开课却发现跟自己想的完全
不一样——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能源科学和化学专
业的文伟在选课上就遭遇过失败。中国学生进入国外大学
后，需要自己选择课程，选课是否成功，会直接影响到平
均学分绩点（GPA）成绩，而GPA成绩高低和能否转专业及
顺利毕业甚至毕业后求职都密切相关。

面对众多课程，选什么课？如何选课？这其中有不少
经验，且听过来人谈谈选课经。

如何选课才能少走弯路
□ 董可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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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到户外：留学之别样体验
□ 张亚楠

旅行是求学海外的中国学生体验国外风土人情的直接途径，也是减缓学
习压力的有效方式。走出课堂、走到户外，留学生从中能收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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