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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中介、新媒体平台一起加入

学子刚到海外，人生地不熟，在租房、学业、心理健康、法律援助等
方面都需要帮助。一些传统的留学中介机构看到了市场需求，开始延长服
务链，如芥末留学就提供海外学习、生活帮助，新东方的前途出国也有针
对海外学子的选课指导，还能提供帮助购买保险等服务。

另外，诸如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也加入了留学后服务的队
伍。他们利用平台社交性强、用户信赖度高的优势，为留学生提供更多信
息和服务内容。

北美留学生日报是学子订阅较多的公众号之一，其创始人林国宇表
示，公众号创立之初只是为了向国内展示学子的真实生活，而现在，他们
更侧重于对学子进行服务。林国宇说：“公众号每天推送的内容都很切合
海外学子的口味，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很多学子遇到问题会主动向平
台求助，我们也可以提供专业的法律援助。”谈到优势，林国宇说：“我们
的优势在于平台更受学生信任，用户基数大，覆盖率也很高。现在留学后
服务市场在逐步形成和正规化，以前不管是需求量还是正规程度远没有现
在这么高，我们正好赶上这一趋势。”

做低龄留学生的国外“妈妈”

低龄留学生是留学后服务的重点服务对象。这个群体年龄较小，在离
开故乡和家人后，面对着文化差异、价值观差异等问题，容易产生不适。
低龄留学生的父母也不放心孩子独自在外求学，希望委托服务机构对孩子
进行照顾。基于此，留学后服务市场更多地向低龄留学生倾斜。这些机构
的服务并不局限在租房、学业等方面，而是全方位地对小留学生的生活给
予关心和照顾。

凌捷创办的美国海外留学生交流与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针对美国低龄
学子的留学后服务机构。谈起创办的初心，凌捷说：“孩子们出国读书会
遇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空间距离还会带来
亲子关系的缺失，这些问题是一些留学生家庭没有想到的。我们的服务可
以弥补家人的缺位，在国外像妈妈一样关心他们。”

凌捷的机构对孩子们的服务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他们做孩子的教
育监护人，是学校的第一联系人，代家长参加家长会，向家长传达孩子在
美国的表现。其次，他们每两周和孩子沟通一次，假期也和孩子一起度
过。此外，他们会开展一些富有特色的活动，比如在中秋节给孩子买月
饼，在感恩节教孩子给父母写感恩卡，定期组织郊游等。凌捷说：“我们
希望在帮助他们了解美国文化的同时，也不要丢失掉中国的传统。”

专业性、规范性尚需加强

虽有不少留学中介看到留学后服务的市场需求并进行尝试，但他们的
工作重心仍在留学前期工作上，在留学后服务方面专业性稍显不足。格林

（化名） 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她说：“我留学时中介声称会有后续的签证
服务，但因为中介专业性不够，后来完全没有用上。其实学校会提供就业
指导、心理健康咨询等服务，我觉得中介来做这些事并不那么专业，所以
不太愿意购买这些服务。”

凌捷认为：“国外的学校和机构虽然也会为留学生提供一些服务，但
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学生的困扰。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学生需要
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国外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文化氛围，他们更需要有针对性
的指导。”

相对于外国学校与机构，国内留学中介更了解中国学生的需求，因此
具有一定的服务优势。现阶段应该着力提高专业水平，规范服务，以使更
多的海外学子受益。

注重平时成绩

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留学的李芳已经完成了这一学期的学习，谈起刚
刚结束的期末考试，她直言“并不特别”。因为相比期末考试，持续整个学期的
平时考核更关乎学生的最终成绩。“我学的是文科专业，期末考试一般是以写论
文的形式完成。但期末论文在总成绩中的占比不高，甚至还不如一次平时成
绩，如果平时成绩不够好的话，期末论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对总成绩有帮助。我
们的考核是持续性的，一学期虽然只有3门课，但每门课有至少3份作业，所以
整个学期都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总之，平时的每一次作业都很重要，不能掉
以轻心。”

杨佳会管这种考核形式叫“追踪性检测”，它也是国外大学普遍采用的考核
形式。杨佳会去年前往法国留学，她对法国大学考试的印象是：平时成绩很重
要。“除去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我们的平时作业和小测验很多，每次作业和小
测验都会占到总成绩的一部分，反倒是期末考试在总成绩中占比不大。所以，
整个学期中她不敢有丝毫懈怠，要一直努力才行。不像国内大学，有时文科考
试可以通过期末考试前突击复习来应付。在国外上学，靠突击复习是难以取得
好成绩的。”

考查形式多样

“我们还有面试呢，占成绩的20%-30%。”在比利时留学的黄冰露对这一形
式感到新鲜。“老师不同，面试的形式也会不同。我们最喜欢的是给定题目范
围，比如给出10个题目，面试时从中选一个来回答；稍难一点的是划定范围，
比如某几章内容，从中提问；最难的是不划范围，老师现场提问，给一到两分
钟准备时间，在回答过程中老师还会追加提问。不过也有纯聊天的，只想知道
你的语言水平如何。”

当然，除了面试，传统的笔试依然是重头，但连考几十个小时的笔试，恐
怕并不多见。王霄彤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法学院的
考试，“一般正常的考试都是3个小时，但法学院的考试比较难，老师传达考试
题目后，会留两到三天的时间来让学生查资料作答，学生一般把试题带回家完
成，这种考试题量大，难度也大，很不容易。”

在日本留学的姜英超现在正在准备期末考试。她的期末考试分为书面考试
和课堂展示两部分。“我的两门专业课都不用考试。但是，每节课学生要轮流做
课堂展示，每次1小时，其实这里的大部分课都是这样，老师通过学生的课堂
展示来综合考查其学习情况。”

相比文科专业，理工类专业的考试形式就更为多样了。“各种报告、作业、
项目以及考试，总之，考试形式很多，学习压力也很大。”王霄彤如此感慨。

重理解轻记忆

雍鑫 （化名） 在加拿大留学，经历了国外的考试后，他有很多感触。
“刚到加拿大上学的时候，我还继续沿用中国的学习方法，在复习时抄写背

诵课本里的概念和知识，因为不认识的词汇很多，所以复习一次往往要花费很
长时间。遗憾的是，尽管我很刻苦，每次都把复习的笔记写满几十页纸，甚至
熬到凌晨3点钟，把课本的内容背得一字不差，但我的考试成绩还只是刚刚及
格。如此努力却得不到好成绩，这让我非常郁闷。”

幸好，几次考试下来，雍鑫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我意识到，国外大学
的考试不是要考查你的记忆力，而是要考查你的理解力和应用能力。我们的考
试题目都以情景题为主。比如，试题会描述一家经营不善的公司的运作情况，

并假设学生是公司管理者，找
出应对公司经营难题的解决办
法 。 这 样 的 题 目 没 有 标 准 答
案，也不能通过记忆书本知识
来应对。它考查的是学生运用
已经学到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的
综合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不需要死记硬背，每个人都
可以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案，
只要老师评估后认为该方法在
现实中是可行的，就可以获得
高分。这样的考试方法，给学
生提供了很大的创造空间。”

因喜好为就业
做选择需谨慎

大学本科4年的时间让许多学子逐渐摸清了
自己的真正喜好，这些喜好影响着他们之后的
学习方向。与此同时，社会环境以及就业趋势
的变化，也让学子希冀能在回国就业时有更大
的选择空间。个人喜好和未来就业是影响学子
跨专业留学的重要因素。

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留学的宋歆怡从国
际政治专业转到多样性与媒体研究专业，现在
她正忙着准备自己的毕业设计，准备拍摄一部
纪录片来给自己的研究生生涯画上句号。对于
转专业的原因，宋歆怡表示是出于个人兴趣。

“在国内读书时，我就对传媒很感兴趣，曾经利

用假期在报社和公关公司实习。我本科攻读的
是国际政治专业，若继续研读更多的是往理论
研究方向发展。我自认为不是学术型人才，所
以就选择了更注重实践性的新闻专业。我很想
通过转专业来圆自己的传媒梦。希望 10 年之后
的自己，能从事真正喜欢的事业。”

李星蓉目前就读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蒙曼
诺索夫大学，这个经济系学霸本科时学的竟然
是新闻专业。谈起自己转专业的原因，李星蓉
表示，主要还是对未来工作的考虑。“现在国内
经济发展很快，如果能将新闻和经济两个专业
结合，毕业回国后更有利于就业。”

多请教早准备
可以少走弯路

出国留学选择新专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
重新选择人生走向。因此，在做选择时，需要
多渠道掌握信息，慎重决定。其中，向有经验
的学长学姐请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过来人的
介绍和体会有时甚至比向留学中介咨询更为有
效。在美国莱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杨黎认
为，已经成功跨专业的学长们对跨专业的流程
以及注意事项比较清楚。只要将自己的专业背
景、跨专业遇到的困难等讲述清楚，学长们很
乐意给出自己的建议，这比中介的泛泛而谈更
有用。

张婉君本科读的是国际政治学专业，现已
在英国利兹大学完成了国际传播专业的学习。
提及自己的跨专业申请经验，她认为，要勤动
手搜集信息、不过分依赖中介。“中介虽然会提
供很多信息，但是他们也会过早地给出‘定
论’，比如，‘我们觉得你申请不上该专业’。专
业和学校的申请还是要靠自己来把握节奏，想

去的学校、想读的专业就要坚持。”
此外，杨黎从自己跨专业申请的经验出

发，认为如果想跨专业留学要提早做准备，认
真分析自己本科专业和想申请的另一个专业之
间的相关性。“应用科学相关专业的学生最好不
要轻易转到难度比较大的理论科学相关专业。
一般而言，从理论科学专业转到应用科学专业
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也不能大意，还是需要做
足功课。”

做规划细考量
新专业收获新知

跨专业学习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新知识，
加上语言因素和环境的变化，跨专业留学的学
子要付出的更多。

从新闻专业到经济专业，跨度不可谓不
大。在刚入学时，李星蓉便遇到了“跟不上”
的难题：大量的公式、复杂的计算、没听过的
专业词汇，这些都让她对自己跨专业留学的选
择产生了怀疑。但她表示，怀疑是暂时的，“任
何选择都会遭遇未知，但路还是要往下走的。”
李星蓉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便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查阅资料、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在克服诸多
困难之后，现在的她早已对经济学专业知识熟
稔于心。

“专业跨不好，天天睡不饱。”张婉君用这
句话来调侃自己跨专业留学时的情形。虽然跨
专业留学比同专业留学的人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但张婉君还是认为，跨专业留学的学
生不必因此而不自信，只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并将其结合到现在的专业学习中，加上勤奋努
力，必能补齐短板，成为社会所需要的复合型
人才。

申 请 到 学 校 ， 收 拾 好 行
李，启程出发，学子迈出了海
外求学的第一步。可到国外
后，怎么租房、怎么选课、怎
么适应文化差异……一系列问
题也随之而来。解决这些问
题，就需要留学中介和相关机
构提供留学后服务。

留学后服务市场很大，传
统留学中介、服务类新媒体平
台等都看到了需求和商机而参
与其中；留学服务内容广阔，
涵盖租房、安全、学业指导、
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诸多方
面。还可以细化出针对特定留
学群体的服务，比如针对低龄
学子的看护式服务，让学子在
海外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针对学子毕业回国求职的需
求，帮学子提早做职业规划。

为海外学子提供服务应该
是全方位的，而留学后服务就是
其中重要的一环。目前，一些国
内留学中介、服务类新媒体平台
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希望在其中
分得一块蛋糕。但总体来说，所
提供的服务内容尚不能涵盖所
有领域，其整体专业水平也有待
提高。唯有提升专业水平，规范
行业标准，才能使留学后服务行
业健康发展。

随着留学群体的不断扩大，留学后服务市场逐渐活跃起来，传统的留学
中介开始延长服务链，不少专门做留学后服务的机构也开始出现。

留学后服务的对象是已经身在海外的学子，为他们提供生活、学习等方
面的服务。

留学后服务:
市场规模初现

韩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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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来临，世界各地
的学子也陆陆续续地进入
考试季。

国内外高校的考试形
式和内容，有着很大不同。

一些学子在出国读书时选择转变专业，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双重挑战：在适应国外
生活的同时，还要应对新的专业学习。跨专业就读的学子表示，之所以转变学习方向，
更多的是兴趣使然。需要提醒的是，对于学子来说，做出这个选择须慎重。

留学换个专业怎样？
是挑战 也是新天地！

张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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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学长们聊聊：
国外大学的考试经

董可馨

图为黄冰露在比利
时北部城市安特卫普。
忙碌的学习间隙，她以
游玩来放松自己。

凌捷创办的机构定期举办健身运动季，给孩子们提供
了解美国文化、锻炼身体、结交朋友的渠道。孩子们在异
乡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凌捷创办的机构定期举办健身运动季，给孩子们提供
了解美国文化、锻炼身体、结交朋友的渠道。孩子们在异
乡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宋歆怡很喜欢现在的专业，她
说，传媒专业在之前专业的基础上为
她打开了一扇接触新世界的、更大的
窗。图为宋歆怡在英国剑桥大学参观
留影。

专业 意味着规范
齐 心

留 学
随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