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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分校（校区）优势明显
是否算留学尚未有统一标准

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尤其是中国高校海外分校
（校区） 在中外交流方面有着复合性优势。这种优势，
既给海外当地学生带来实惠，也对国内学生有吸引力。
以老挝苏州大学为例，“来中国留学又回老挝上课的学
生，不仅就业机会增加，工资待遇也比其他人提升50%
左右。老挝苏州大学培养的学生在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素
质与能力，已经得到当地企业及民众的认可。”老挝苏
州大学首任副校长汪解先说。

2015年6月，清华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在西雅图
联合创办全球创新学院，学员同时获得清华大学和华盛
顿大学的学历证书。全球创新学院的导师郑洁文 （化
名） 表示：“在全球创新学院，学员不仅能接触到清华
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优秀师资，了解中美两国的前沿动
态，还能去微软、亚马逊、华为等全球知名企业实习。
这种贯通中西、产学研融合的优势是其他学校不能比拟
的。”

这些海外分校 （校区） 虽然优势相似，但具体实施
的方式却有所不同。比如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主要
面向国内招生，同时也招收当地华人，现在也有日本和
韩国的国际生，招生规模比较大。老挝苏州大学则主要
面向老挝当地招生，这些学生在老挝学习1年之后，再到
苏大校本部学习 3 年。他们的学历获得中国政府和外国
政府双重承认。北京大学英国校区则既招收英国和其他
欧洲国家的学生，又吸收中国学生来英国学习；既针对学
生设有学术性的课程体系，也兼顾到企业家进行创新创
业的需要，设有进修课程。

海外办学的多样性，直接带来的影响是对学子留学
身份认定不一致。一般而言，具有中国国籍的学生在海外
就读，且能够拿到所在国承认学历的属于留学范畴，比如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等；他国国籍在海外或中国就读，
或者具有中国国籍在海外就读却只能拿到中国承认学历
的不属于留学范畴，比如老挝苏州大学就属于这一类。

高校海外分校（校区）
不断增多成为办学趋势

随着中外交流合作的日益深化，中外之间的高等教
育和人文交流的形式也日渐丰富，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
正在或准备在海外建设分校 （校区）。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一衣带水，华人华侨众多，是一
些中国高校海外建设分校 （校区） 的首选地。早在2008
年，苏州大学就开始筹办老挝苏州大学，该校于 2011
年 7 月成立，是老挝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外资大学，
也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境外大学。厦门大学马
来西亚分校，主要面向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地区。

出于不同文化间交流互鉴的需求，欧洲各国则与越
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合作，也在欧洲建立中国高校的分校

（校区）。2014年3月，同济大学首个海外校区落户意大
利佛罗伦萨。时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祖翼表示：“作
为同济大学第一个海外校区，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海外校
区将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模式，致力
开发更多跨学科、通识类的精品课程。”2018年 3月 25
日，北京大学英国校区在伦敦正式成立。此外，华侨大
学、北京语言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分别在东京、曼谷等
地建设分校 （校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也开始分别
与华盛顿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合作，加快教育全球化的
步伐。

许多分校 （校区），都接收国内校区派遣、选拔的
国内学生；其中一些分校还直接招收中国学生。

学子在海外分校（校区）
最需要注意学历认定

那么，中国学子是否应该在海外分校 （校区）“留

个学”呢？这种学习履历有多少竞争力？
必须说明的是，目前海外办学的形式与规模，尚处

于“百花齐放”的阶段。这些海外分校 （校区） 依托国
内、国际资源的程度不同，办学特点不同；所在地的人
文环境不同，优势学科不同。于是，学历受认可的程度
和范围也就不同。

因此，学子在选择海外分校 （校区） 作为留学地的
时候，要认真了解、具体分析，搞清楚留学目的校是否
直接招收中国学生，取得的学历含金量如何。当然更需
要摸清留学目的地的发展机遇和留学目的校的学科优
势。

除此之外，语言技能仍是学子求学海外分校 （校
区） 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很多中国高校海外分校 （校
区） 都是全英文授课。老挝苏州大学需要老挝语、汉
语、英语3种语言，对学子的语言要求较高。其次，学
子还需要适应当地的多元文化。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的郭子宁 （化名） 介绍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宗教并
存的国家，马来西亚的汽车是靠左行驶的……这些都需
要学子去了解和适应。

因为中国高校在海外建设分校 （校区） 尚处于摸索
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所以对于其学历
的认定成为广大学子和家长最关注的问题。

在其中一个海外校区学习的中国学生戴安 （化名）
说：“虽然名义上我们是海外校区，但实际上早期只是
短期培训的性质，所以并不会有海外承认的学历。”戴
同学面临的情况不是个案。

一般而言，中外合作办学的校区所开设的专业都是
双方的王牌专业或人才市场紧缺的专业，但并不一定颁
发当地认可的学历证明。这就需要学子根据自身的情况
作出选择。

另外，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高校海外分校 （校
区），一些硬件和软件有待完善，一些分校 （校区） 在
办学经费和校舍等方面的条件还谈不上充裕和完善；还
有一些分校 （校区） 因离本校较远，师资力量参差不
齐，管理人员也不齐备。这些情况都需要学子提前了解
相关信息，并做好心理准备。

学子选择专业
理想兴趣为主

张东樱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她主修法学与经济学两个专业，
选修音乐专业。谈及选择学习这 3 个专
业的原因时，她说：“首先，之所以会选
择法学专业，是因为我理想中的职业是
律师，希望以后能够考取法律专业的研
究生，所以想要在本科时就开始打基
础。其次，经济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
领域。我个人感觉，在学法学的同时也
学经济，会帮助我更了解美国经济、政
治的发展过程。最后，选择学音乐完全
是因为兴趣爱好。我想学编曲和其他比
较酷炫的技能，所以就选修了音乐专
业。而且选修音乐不需要多交学费，所
以挺划算的。”

沈惟强也是基于个人兴趣而选择了
农业经济学专业。目前，他就读于韩国
忠北国立大学。沈惟强说：“因为我从小
就比较喜欢养花、养鸟，整天和植物、
动物打交道，所以感觉比较熟悉这个专
业，也很喜欢它。”

为选心仪专业
提前做足准备

提及选专业过程中所做的准备时，
张东樱说：“美国大学进大学之前不需要
确定专业。所以在大一上基础课时就得
认真学习思考，为大二选专业做准备。”
此外，为了弥补语言方面的缺陷，提升

英语沟通能力，张东樱特意上了许多文
科课程，以锻炼自己的英语听力。

谈到为了目标院校与目标专业所做
的准备时，沈惟强说：“首先要准备很多
申请材料，而且申请材料必须有充足的
理由去打动面试官，进而让他录取你。
比如，在申请书的内容上，有一处是要
填写选择本专业的动机以及个人家乡介
绍。我就写了我的家乡地处华北平原，
写自己小时候在农村田野的经历激发了
我对农业领域的探索欲。我在申请前，
还去专门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韩国的
农业发展情况。”沈惟强认为，准备充分
之后，就需要保持好心态。在面试时，
一定要自信。“因为只有自己有自信心，
才有可能让别人相信你！”他说。

专业不选高大上
只选适合自己的

“通过法学专业的学习，我最大的收
获就是学会了思考。特别是上了有关美
国宪法历史和公共政策的课程之后，我
对美国社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有了很多
自己的见解。”张东樱觉得法学专业很适
合自己，她说：“学习法学后，我开始辩
证地分析各方各界的观点，也更关注观
点的逻辑性和事物的本质。这些改变都
是法学专业带给我的。”张东樱还说：

“法学专业让我清楚地知道了思考的重要
性。在上大学之前，我的想法比较简
单，也没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但在
修了法学的课程后，我发现自己在这方
面的能力有所提升。同时，法学专业的
学习对我的价值观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
作用。”

张晶 （化名） 正在澳大利亚留学。
她曾因为名校情结而选择了昆士兰大学
的健康科学专业。“我一直有一种名校情
结，觉得出国留学一定要读一所好大
学，选高大上的专业。但在真正学习以
后，才发现学习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很
痛苦的。”她在提到自己选专业的经历时
说道，“在学习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
真的很难接受这个专业的课程，尤其是
解剖课。所以，经过慎重的思考，我最
后决定转专业，学习自己更喜欢的课
程。”目前，张晶正在昆士兰科技大学学
习教育学，她很喜欢现在的专业。

谢夏 （化名） 就读于法国巴黎第十
一大学。他目前在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
学位。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习让他对电
子信息自动化和计算机这两个实用工科
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说：“专业选择很重
要。并非高大上的专业才是好的。只有
自己感兴趣的，愿意为之付出的，才是
适合自己的，也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实
现人生价值。”

2013 年我大学毕业。在毕业后的那个秋季，我
来到了法国。

出国前，我总听到关于国外的各种信息，这引
起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决定踏上异国土地，开
启一段留学之旅。

在法国，我发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
法国人来说，法国只分为两种地域：巴黎和外省。
因为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在很
多法国人看来，除了巴黎，其他法国领土都算“外
省”。初到法国，我落脚的城市——克莱蒙费朗，就
是外省城市。我在克莱蒙费朗语言中心学习了整整
两年，不仅学习法语阅读和写作，同时也学习法国
的政治、历史、艺术、文学、电影等课程。两年的
学习时光，使我对法国的了解逐渐加深，心中法国
的形象也变得更立体全面。

对我来说，去法国留学就像进入了一个游乐
园，一切都很新鲜。那种感觉既陌生又好奇。同时
我也享受着这份复杂情感带来的体验：我加入大学
的合唱团，和几个当地大学生组建摇滚乐队，创办
读书会……现在回忆起来，印象仍很深刻。

2015 年，我从克莱蒙费朗来到巴黎，开始了新
的留学生活，也想借此更深入地了解法国。生活常
常给我们提供很多种选择，而我们常常本能地选择
了“舒适”。舒适有时会成为“惰性”最好的伪装。
孤身一人之时需要安全感，于是在留学时，我发现
自己尤其需要享受这种“舒适”感。但这份“舒
适”带来的慵懒却让我不安。于是，我开始思考这
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出国？在这个信息
日趋“扁平”的世界里，在国内有的烦恼到了国外
并不会消散；过去所具有的秉性也不会因为环境的
改变而变了模样。那么，出国到底是“出”了什么
不同？

很多人都说，一个城市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
巴黎的浪漫、优雅、懒散而喧闹、厚重而沉静永远
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我想在这里生活，更多的是
出于对这片土地的好奇，我好奇着法国的故事和这
片土地上的人。令我感到好奇的不止有法国，还有
整个欧洲大陆所牵引着的历史、文化、语言、政
治、艺术、美食、风景，等等。我想，当有一天，
这份好奇让我对这些被牵引着的事物形成了立体、
深层的认知时，大概就是我离开这片土地，转身回
国的时候了。

生活中，好奇心能点亮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读
书本质上也是源于好奇。现在，我坚持一周至少看
一本书，尝试通过读书会帮助更多热爱读书的人一
起交流。在阅读时，我会好奇地琢磨作者写作时的
心境，比如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想要表达什么。

留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5年。我掌握了一门外
语，拿到了硕士学位，也游历了很多国家。停下脚
步回头看看这5年，也许“好奇”是这趟留学旅程最
大的动力，“好奇”也是收获颇丰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其中之一。一
方面，一些高校采用“2＋2”“3+1”模式，即学生在国内学习两年或3年后再到国外学习两年或1年，毕业时
分别拿到国内高校和国外高校的学历。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是先行者。另一方
面，一些国内高校开始走出去，在海外建设分校 （校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苏州大学、华侨
大学等都采取了这种形式。中国高校海外建分校 （校区） 呈现规模化趋势。

中国高校走出国门办学

去海外校区“留个学”？

高考过后，暑假将至，又一批学子打算出国留学；还有一些已经出国的
学子完成了国外大一课程。他们都面临着选择专业的难题。

为梦想、为兴趣、还是图未来……

学子如何选专业
宋晨辉

好奇
是我不变的主题

田 然

留学
随笔

伴随着中外文化伴随着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不断增强教育交流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开始在海外建立分校高校开始在海外建立分校 （（校校
区区）。）。海外校区海外校区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是是国内教国内教
育产业规模的强势增长育产业规模的强势增长。。所以所以，，这这些海外分校些海外分校

（（校区校区）） 有着各式各样的办学模式有着各式各样的办学模式，，所授所授学历有学历有
着不同的认定标准着不同的认定标准，，呈现呈现““百花齐放百花齐放””的现象的现象。。

国内高校的海外校区国内高校的海外校区，，有着独特的优势有着独特的优势，，比比
如贴近优势资源的专业如贴近优势资源的专业、、双语甚至多语的语言双语甚至多语的语言
环境环境、、更加立体多元的培养结构等更加立体多元的培养结构等。。但毋庸讳但毋庸讳
言言，，在学历认定上在学历认定上，，国内高校的海外校区国内高校的海外校区 （（分分
校校）） 情况不同情况不同，，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需要这就需要
学子认真了解学子认真了解，，审慎选择审慎选择。。

但是更多的中国学生但是更多的中国学生，，通过这一路径赴通过这一路径赴
海外学习海外学习，，事实上成为了事实上成为了““海外学子海外学子””的一部的一部
分分。。我们盼望这条路径能够越来越成熟我们盼望这条路径能够越来越成熟，，选择选择
走这条路的学子走这条路的学子，，能学到独有的真本领能学到独有的真本领。。

在海外校区同样“留学”
齐 心

在海外校区同样在海外校区同样““留留学学””
齐齐 心心

沈惟强喜欢上《海外农业开
发论》 这门课,因为他觉得通过
学习这门课能够了解世界各地的
人文风俗和自然环境景观。图为
沈惟强去韩国忠清南道的山林生
态研究所参观学习。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的学生正在上课。该校成立
于2016年10月，是第一所在
海外设立的中国知名大学分
校，面向全国进行招生，也
招收马来西亚当地华人。

（图片来源：厦门大学马来西
亚分校官网）

邓啸林邓啸林

图为学子在北京大学英国校区读书研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