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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华开启精彩人生

“为什么来中国留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对潭语渊来说，最重要的原因是解决“我是谁”的

问题——对于学心理学的他而言，这是一道既简单又深
奥的必答题。“只听家里前辈说我的家族来自广东罗
定，其余便一概不知。”潭语渊说，直到有一天和中国
的同门讨论学术问题时，师弟一句“师兄的思想中饱含
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关怀，有中国人的内核”让他找到了
答案。“在中国，我不仅收获了专业知识，更感受到了
文化认同。”潭语渊说。

对于土耳其男孩白振国而言，来华留学更多的缘于
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世界非常大，你要走出土耳其，
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在父亲鼓励下，白
振国高中毕业后来到中国，在西北大学新闻学院开启了
人生新的一页。白振国说，他的梦想是学习马可·波
罗，做一名文化交流的使者。

俄罗斯留学生埃列奥诺拉·盖南看到了中俄两国日
益频繁的交往。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倡
议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前景广阔，因此对两国未来合作
充满期待。如今，她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更值得一提的是，来华留学毕业生中还涌现出不少
国家领导人。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泰国公主
诗琳通、哈萨克斯坦前总理马西莫夫等都曾在中国留学。

——像他们这样来华逐梦的留学生越来越多。随
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国高等教育的长足发
展，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了解中国、感受中国。中国
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 《中国国家形象
全球调查报告 2016—2017》 显示，21%的海外年轻群体

（18-35 岁） 对中国教育话题感兴趣，36%的海外年轻
群众在未来 3年内有来华计划。“留学，到中国去！”正
逐渐成为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在中国，他
们将不仅收获丰富的知识，还将经历精彩的人生。

■ 留学结构不断优化

近年来，中国同不同国家 （地区） 及国际组织之间
的教育合作关系不断巩固，实施共建“一带一路”教育
行动，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日益增强。

目前，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来华留学
不仅规模急剧扩大，层次、结构、类别等各方面也不断
优化，呈现全新发展态势。

日前发布的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2017）》 显示，
2016至 2017学年，“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成为来华留学
增长点。其中，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
老挝来华留学生增幅的平均值超过 20%。报告分析称，
中国在支持来华留学政策和来华留学生奖学金发放等方
面取得重大突破，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比如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成立“一带一路”高校联盟、
签订双边协议与学位互认、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
奖学金等。

此外，来华留学生打破以汉语学习为主的格局，学
科分布更加合理，西医、工科、经济和管理等学科深受
欢迎，成为就读人数最多的学科；2016年，接受学历教
育的外国留学生近21万人，比2015年增长2.5万人。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分
析，近年来，来华留学生源地更加多元，从过去的亚非拉
国家扩展到世界各国，欧美发达国家的比重上升；来华留
学专业选择更加多样，从过去的中文、中医等与中国相关
性高的学科，延伸至理、农、工等多个学科；来华留学结
构更趋合理，过去来华短期学习语言的非学历生占比偏
高，而现在来华攻读学位的学历生占比显著上升。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规模持
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标志着来华留学吸引力的显著
提升，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带来的
必然结果，也是来华留学事业不断积极稳步推进的显著
成果。

■ 求学就业更有保障

一年多前，一篇《留学生在华求职记》引起人们关
注。文章描述了外国留学生在华求职的曲折与困难。
2016年，首届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收集的数据显示，参
与招聘会的国际学生中，希望留在中国工作的比例高达
95%。如今，留学生在华就业情况如何？

1月 5日，南开大学留学生安德烈参加了一场特殊
的招聘会——南开大学 2018 届留学生专场招聘会。
这场招聘会上，中国企业为留学生们提供了市场开
发、法律合同、人事行政、项目管理等多种岗位。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烈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企
业、很大的发展空间，这场面试让他收获很大。

这得益于中国为外国留学生在华就业创业提供的政
策支持。2017 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外交部、
教育部印发《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
关事项的通知》，放宽了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的条
件，部分符合条件的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无需工作经历
即可在华就业。

除了保障留学生就业创业，中国更加注重对来华
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去年 7 月起施行的 《学校招收
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 从招生、教学、校内管
理、奖学金、社会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对来华留
学管理进行更加科学的规范，是来华留学最高层级
的规章制度；为了构建完善的管理和教师队伍，教
育 部 已 举 办 17 期 来 华 留 学 管 理 干 部 培 训 班 ， 超 过
2400 名留学管理干部从中受益；中央财政持续增加
中国政府奖学金投入，2016 年有近 4.9 万名中国政府
奖学金生在华学习。

“近年来，中国在来华留学招生教学管理、奖学金
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突发应急管理制度等方面基
本建立起全链条的政策体系。”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
流司相关负责人说。

■ 实现目标任重道远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中
国教育会不会成为世界教育中心？

有关学者认为，从过去5年来华留学生的快速增长和
中国大学排名的快速提升来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同
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教育的差
距，要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

通过一组数据可以看清这一差距：2016 来华留学生
中，接受学历教育的占 47.42%，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只占
14.42%。与之对应的是，2016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 54.45
万人，其中，七成以上攻读本科以上学历，硕博研究生占
比35.51%。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相关负责人坦言，当前来
华留学还存在着“规模发展和质量发展不均衡、各校之
间发展水平不均衡、地区之间发展模式不均衡”的短
板，与国际高等教育市场上那些发达国家相比，来华留
学教育面临许多挑战。“课程质量存在一定差距，服务
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而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就
是要努力实现平衡发展，坚持规模与质量并重，更加注
重质量，推动来华留学内涵式发展。”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中国将鼓励更多优秀学
生来华留学，推动来华留学驶上中外人文交流快车
道；加强来华留学教育与管理的标准体系和质量保障
机制建设，鼓励第三方行业组织制订行业协会认证标
准；整合国际交流、合作办学、基地建设、汉语推广
等合作形式，加大来华留学宣传，同时通过“留学中
国”“感知中国”等文化体验活动，增强在华留学生对
中国社会的融入感。

中国已成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

越来越多人选择来中国留学
本报记者 王 萌

带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对专业学习的追求，马来
西亚华裔小伙潭语渊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了中国读书。
在台湾世新大学读完四年本科后，他又来到北京师范
大学攻读硕博。如今他已经博士三年级，这是他来中
国的第十个年头。

教育部数据显示，201 6年，来华留学生达44.3万，比
201 5年增长11 .35%，是世纪之初的8倍之多。近年来，中
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正不断加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亚洲
最大的留学目的国。中共十九大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
表示，到2049年，中国教育将稳稳地立于世界教育的中
心，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

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状况如何？中国为来华留学生
提供哪些保障？中国如何建设“世界最向往留学目的
国”？本报记者采访了在华留学生以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

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日本派出大批
留学生、留学僧来到中国，学习先进技
术和文化。在那个交通极不发达的年
代，他们不惧艰难险阻，不少人葬身茫
茫大海，也有不少人因种种原因未能回
国，客死他乡。

在世界史上，像日本这样持续数
百年大量向一个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情
况并不多见。为何出现这一现象？根
源在于中华文明的巨大影响力和吸引
力。在日本留学人员中，包括了阿倍
仲麻吕、空海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们
为促进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和两国文化
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贡献影响
之深远，至今清晰可见。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中心，

还云集着除日本之外的各国留学生、僧
侣、艺术家和商人。“万国衣冠朝长安”，
是当时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真实写照。
这些留学生、僧侣、艺术家和商人在对中
华文化学习交流的同时，也将学习交流
成果带回自己的家乡，传播至全世界。
由此，盛唐时期完成了从“教育吸引”
向“文化辐射”的升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光推进到
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为了拯救积
贫积弱的中国，许多有志青年乃至幼
童，奔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学习
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凭着他们火热的
爱国热情和多年的努力奋斗，这些人大
多成长为政界、文化界、商业界的骨
干，同时，他们也将西方一些先进的哲

学文化理念带入中国，改变了整个中国
的发展进程。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在教
育事业上对别国产生的吸引力，往往与
该国的世界影响力息息相关。能够吸引
千千万万外国留学生前来求学，必然意
味着这个国家具有先进的科技实力、不
凡的文化魅力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个国家
的高度认同。同时，这些留学生学成归
国，将知识和文化散播在世界各地，教
育上的吸引力就自然转化为文化上的辐
射力，获得世界更大的认同。从这个角
度而言，教育交流的“逆差”和“顺
差”，是一个国家是否富强、文化是否
先进的“晴雨表”。与国际贸易只展现
一时的经济状况不同，教育层面的吸引

力能够展现一个国家相当长一个时期的
综合形象和影响力。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中国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正在稳
步提升，同时也大幅提升了世界对中国
的文化认同。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就在
去年，一批外籍在华留学生将高铁、网
购、支付宝、共享单车选为他们眼中的
中国“新四大发明”，期待有朝一日能
将这些“宝贝”带回自己的国家。我们
有理由相信，正是像“新四大发明”这
样越来越多的中国符号所散发的独特魅
力，不断推动着大批海外留学生来到中
国，这是中国教育的吸引力，是中国文
化的辐射力，也是中国建设教育强国、
文化强国的底气所在。

“教育吸引”与“文化辐射”
卢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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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7 年 3 月 28 日，泰国留学生
卡纳特 （右） 和同学在西安交通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教授韦学勇 （左） 指导下进行生
物微流控芯片研究。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图②：2017年12月29日，江苏大学来

自俄罗斯、韩国、赞比亚等国的留学生来
到江苏省镇江市七里甸街道万科社区戏曲
社，在当地戏曲票友指导下体验京剧、越
剧等戏曲唱腔和表演技艺，感受中国戏曲
的魅力。

石玉成摄 （人民视觉）
图③：2017 年 5 月 10 日，在上海高校

外国留学生就业专场招聘会上，华东理工
大学的伊朗留学生迈赫迪 （右） 与企业代
表交流。

杜潇逸摄 （新华社发）
图④：2017 年 6 月 22 日，在武汉大学

2017 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来自
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陈琳 （左） 与同学一
起欢呼。

柯 皓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