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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结合
提前开启国际模式

目前，国内一些高校设有中外联合培养项目，也有一些学校
本身就是中外合作办学，参与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可以选择
在高年级时到国外的学校就读，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
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合作办学模式带给学生最直接的好处就
是，使他们能更容易地适应国外的学习和生活。

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高扬，目前正在纽约大学的阿布扎比分
校进行大学第三年课程的学习。她谈到，在读大一、大二期间，
授课内容便与国外相同，但由于依然在国内生活，这就给了学生
一定的适应时间，等到出国后也不会觉得太难适应。而且在国内
就读期间，学校也尽可能提供条件，以使学生提前适应留学生
活，比如在宿舍的分配上，会保证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成为室友。

与本土高校相比，合作办学项目的开放性贯穿了学生的整个
大学期间。文婕在初入大学时选择的专业是国际传播学。在一次
活动中，一位教授偶然发现了她的商科头脑和数学能力，建议她
转去商学院。如今正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就读的文婕，在全程国际
化引导下获益匪浅，还获得了商科的奖学金。对于学校提供的开
放性氛围，她表示非常感激。

除了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之外，国内许多大学与国外大学合
作，设立“2+2”“1+3”等联合培养项目。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
萨里国际学院的李博就在大二结束后在英国萨里大学完成了本科
后两年的学习。对于这样的经历，李博说：“两年国内大学的集体
生活，让我结识了很多好朋友，而在国外两年的学习，使我变得
更加独立。相比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这种本科期间同时在国内
国外就读的经历让我收获更大。”

节约成本
继续深造富有优势

很多合作办学项目的课程安排与国外高校一样，这使得参与
这类项目的学生，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发挥出更多潜力。高扬的
专业是交互媒体设计，这个专业在国内还属于比较新兴的方向，
她在国外学习到很多前沿知识，为自己未来的职场生涯奠定了优
势。

对于很多参加了国内高考，却依然有出国意愿的同学来说，
进入合作办学的高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与国外高校相
同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丰富了学生的教育经历，不管是对于今
后工作还是继续深造都有好处；另一方面，“2+2”或者“3+1”
的形式能够大幅降低学习费用，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较轻。如
果成绩优秀，还可以申请国家提供的相关奖学金项目。此外，如
果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结束后不想出国学习，仍可选择在国内完
成学业。

当然，大部分通过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留学的学生都有在国外
继续深造的意愿，本科期间的国际化教学体验与留学经历，使他
们在申请研究生时更加得心应手，加之国外高校对这样的办学模
式比较认可，所以其竞争力显而易见。李博便是凭借本科时参与
中外合作培养项目的经历申请到了满意的学校，目前他正在伦敦
国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虽存争议
稳步发展证明实力

合作办学项目虽有优势，但并不能保证未来的留学之路一帆
风顺。李博介绍说，本科时同时拥有国内国外的学习背景，在申
请研究生时，虽然比在国内完成 4 年本科学习的同学更有优势，
但与本科 4 年都在国外就读的同学相比，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
参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仍须以国际学生身份申请研究
生，申请时不能免除语言考试成绩。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在国内发展的时间尚短，不少人对这类学
校的教学水平仍抱有怀疑态度。针对怀疑，学生以理性的态度进
行回应。宁波诺丁汉大学是国内首家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近年
来毕业生的就业率与升学质量令人惊喜。

高扬谈道，两年多以来，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她所体验到
的学习生活让她受益颇多。随着上海纽约大学的第一批学生走入
社会，他们也将进一步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

满足自身兴趣，增加海外经历，值！

历史学不像某些热门专业，可以在经济上带来立竿见影的收益，但它和
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价值观和知识结构，锻炼思维
方式和逻辑分析能力。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出国读历史时，相关受访者无一
例外地表示，兴趣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们往往在大学阶段就选择历史学作为
专业，到国外继续深造既可以满足兴趣，又能获得更丰富的史料和资源，进
一步提高对历史学的认识。

武逸天先在首都师范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到英国华威大学攻读
硕士和博士。谈到出国读历史专业的原因，他说：“主要是兴趣。我现在研究
方向是英帝国史、去殖民化史，英国在这方面有着独特的便利条件，比如华
威大学的档案馆就藏有最多的有关英国工会的资料，这对我的历史研究很有
帮助。就现实层面来说，目前国内高校招聘人才时，对其海外经历非常重
视。所以出国学习也可以丰富自己的履历，在未来就业中取得更多优势。”

借鉴治史方法，提高创新能力，值！

国外的治史方式与国内有所不同，从国外的教学模式汲取营养，借鉴他
人的治史方式，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这些都是留学带来的收获。

据武逸天介绍，华威大学有一套比较成熟的历史教学模式，与国内更倾
向于老师讲课不同，这里基本上所有的课程都是研讨会的形式，在讨论中大
家互相补充现有的知识结构，同时也能看出每个人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不同，
可以互相借鉴。

就读于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史专业的倪怡然认为，在国外可以提高
创新能力，增加学术训练。她说：“国内比较强调文章的篇幅长、借鉴专家
学者观点多、例子堆砌多；而国外特别注重学术原创性，他们不希望看到
学生只是在总结、整理、汇总信息，而是引导学生创造观点，就像我们老
师所说：‘我不想知道那些专家是怎么想的，我想知道你是如何评价他们的
想法的。’”

扩宽研究视野，培养治学态度，值！

出国读历史能够带给学生中西比较的视野，不同的研究角度则能给学子
带来更广阔的研究空间。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中国史专业的朱志颖说：“只在
国内读中国史好像是自己看自己，似乎缺乏一种‘他者’的眼光。而出国读
中国史则会从国际视野看中国史，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锻炼和改变。”
朱志颖目前的课程主要是经典研读，这学期老师正带着大家用日语一句句地
读《左传》。据她介绍，老师课前会分发很多课程内容的补充材料，要求大家
阅读。与国内相比，日本学者相对于训诂，更重视义理的阐发。

令朱志颖触动很深的是日本学者的治史态度：“他们在研究历史时会把每
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摸清，有些我们中国人认为是常识的问题，日本学者会去
很认真地考察。” 朱志颖说。倪怡然也认为，在国外，老师会要求读很多资
料以便上课讨论。为了能够积极且严谨地加入讨论，倪怡然课下会更加努力
地查阅资料，更加认真地核实自己的观点，这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她严谨的治
学态度。

日前，新华社发文称留学生群体分化严重，“洗澡蟹”式海归将
面临被淘汰。文章指出，现在，大批在海外接受一年学制硕士教育的
毕业生，其在国内就业市场上的认可度和竞争力已经大不如前。

海外“镀金”一年——

竞争力何在？
董可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目光投向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将其作为留学的新选择。几所合作
办学的高校也在中外两方的努力中渐渐走向成
熟，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逐年攀升。我们有
理由相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会越来越好。

中外合作办学——

这选择可好？
谷 莹

出国留学，许多人计算的是
投入与回报比，往往选择商科、
金融等方向，以期毕业后获得高
薪工作。但是，也有一些人选择
去读历史学这样的冷门专业。人
们不禁会问，学历史的学生可能
毕业后会找不到什么高薪工作。
那么，值得花那么多的精力和金
钱，出国去读吗？

出国读个冷门——

到底值在哪？
韩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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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手持国内外名校的毕业证，并
拥有丰富的实习经历，但求职中的刘
立松还是颇感焦虑。

文 婕
正在英国
诺丁汉大
学优美的
校园开始
新一段校
园生活。

武逸天到英国之后经常在博物馆、资料室扩充知
识、搜集史料。图为武逸天在考文垂交通博物馆。

怎样选择最佳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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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学
随 笔

名校依然受青睐
应聘外企有优势

英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生重点考虑的留学目的
国之一。而英国大学的硕士项目大多为一年制，许多
人在一年学业结束后不再继续深造，而选择回国就
业。随着留学热持续升温，选择一年制硕士项目的留
学生人数也快速增长。

刘立松就是其中一员，她去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读硕士。今年毕业回国，恰逢秋招季，她也加
入了求职大军。谈起自己在应聘历程中的感受，刘立
松说：“我觉得，用人单位对国外一年制硕士学历还
是认可的，不过也有差异。从我目前面试情况来看，
招聘方更关心的还是毕业时间。”

此外她还发现，在应聘外企时，自己的竞争力更
强一些。“这首先是因为外企的校友比较多，而且外
企、尤其是欧美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人员对于英国学
校的情况比国内人熟悉。相比而言，本土企业招聘人
员除牛津、剑桥以外，对其他英国学校了解较少。不
过也有一些企业会有专门的留学生通道，还有很多国
企也很欢迎海外高校毕业生。”

和刘立松一样，李雄今年也从英国归来，他和刘

立松的看法类似，认为在国外学习的时间长度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学校的知名度。“北京、上海这些大城
市优秀人才集聚，如果是牛津、剑桥这类英国名校的
毕业生，自然受欢迎。但如果是知名度比较低的学校
的毕业生，与国内名校毕业生相比，竞争优势就不那
么明显了。”

目前正在某教育机构负责招聘工作的杨小红 （化
名） 直言，自己在招聘时会优先考虑有出国经历的应
聘者，并不在乎其是否接受的是一年制教育。因为在
她看来，相比于国内毕业生，出过国的学生对新环境
的适应力更强，而且接受过国外教育模式训练后，学
生的表现力往往更加突出。

实习经历需储备
竞争行业有差异

当然，海归身份的受欢迎程度也与行业有较大关
系。

在英语教育、金融等领域，名校一年制硕士学历
毕业生的竞争力依然
存在，但要提升竞争
力，还需提前储备实
习经验。

杨 小 红 即 表 示 ：
“教育培训行业在招聘
英语老师时，当然更
欢迎有国外生活学习
经历的人，因为他们
毕竟在全英文的环境
下历练过，英语、尤
其是英语口语能力一
般都会较国内毕业生
好，所以在同等条件
下，我更喜欢选择他
们。”

刘立松结合自身
经历，认可竞争力与
行业相关。“行业差异
是存在的，就拿我的
学校伦敦政经学院来
说 ， 它 以 政 治 、 经
济、金融等专业的高
水平闻名，因此金融
行业和一些政府机构
比较青睐这所学校的
毕业生。此外，一些

国内企业如果需要跨国经营，也会比较看好有留学经
历的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另一位同样刚刚从英国归来加入求职大军的
舒可 （化名） 的感受却有所不同。在国内完成会计与
金融本科专业学习的她，出国后选择同一个方向深
造。回国后，她也循着这一方向择业，但遇到了一些
挫折。“我在基金、券商这些领域的求职并不是一帆
风顺，原因是这些行业比较看重实习经历，而我在国
外并没有实习经历，这是我的劣势。”

夯实优势多用功
把握留学好时光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人选择出国留学一年，只为
拿一张国外毕业证，从此摇身一变成为海归。这种把
留学当“镀金”、轻松地转一圈回国的人，如果不具
备足够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杨小红表示：“留学出国并
不容易，尤其是选择了一年制硕士学位项目，更要抓
紧在国外的短暂留学时光。在这期间努力学习、提高
能力，夯实自己的优势。”

刘立松反观自己在外一年的留学经历，认为并
没有浪费时间。她将留学经历转换成能力，形成优
势，从而帮助她在应聘过程中脱颖而出。“在国外一
年的学习，使我拥有了一些国内毕业生无法相比的
优势。首先，我有一份出色的海外实习经历，这的
确会令我的简历很吸睛，因为它证明在留英期间，
我的英语水平和学习能力得到了提高。二是思维模
式的转变。英国教育讲究批判性思维，这就训练我
在看问题时往往会有不同的思路，在面试的时候能
够多角度地回答招聘者的问题。第三，我在留英期
间结识了一些各行各业怀揣梦想的精英，他们的经
验和指导也对我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可见，留学时间长短并不等同于留学质量。不论
选择一年制学士项目还是其他留学项目，只要把握机
会，努力学习，有意识地全面提升自身能力，那么，
在就业市场上都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留一段美好人生
齐 心

出国留学早已不是新鲜事。不
变的是：每每都会反复追问：“留
学究竟值不值？”

如果用经济学天平衡量，高昂
的留学费用、远离家乡的时光以及
回国将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
都是另一侧沉沉的砝码。难言性价
比。看中短期留学的时间优势，却
怀疑竞争力；选择合作和交换项
目，却质疑认可度；选择喜欢的冷
门专业，却担心就业方向。

为啥，因为我们太急于把自己
的努力“变现”，没有胆量去衡量
整个人生。

讨论之余或者选择累了的时
候，不如看看晴空或远行。与其在
彷徨和迷茫中不断犹疑，不如好好
计划如何不辜负，充实自己，开拓
眼界。这才是让留学价值最大化的
最好方法。

而这时，想必也不再存在留学
“值不值”这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