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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不上“秋招”

时间不对应、信息不畅通、距离还那么遥远……

今 年 5 月 ， 申
屠名琛在其就读的
大学所在城市奥斯
汀，度过了又一个
紧张的期末。

夏周祺

如何破解难题？

毕业时间不同
课程设置特点不同

这是 2018 年 8 月 15 日，上海华庭宾馆大厅的
一个场景：学生们排起了几条长长的队伍。大多
数人的装束都差不多：背着书包，手上捧着一沓
简历。这些即将毕业的海外学子，带着精心准备
的简历，等待向招聘方展示和“推销”自己。

庞奕波也在队伍里，她希望能在这场海外学
子招聘会上有所收获。

庞奕波的家在浙江绍兴，现在就读于英国伦
敦帝国理工学院，将于明年 12月毕业。虽然距离
毕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她还是利用这个暑假
来上海参加面试。

国内校园招聘每年两次，一是 9 月至 11 月的
“秋招”，二是次年3月至5月的“春招”。

但庞奕波发现，自己的毕业时间不符合国内
许多企业的招聘要求。“有的企业只接受 2019年 6
月之前毕业的学生。就算我们顺利通过面试，拿
到 offer，也没法入职，只能自动放弃。”庞奕波
说。

针对海外学子回国求职的难题，目前国内已
出现多家相关的咨询服务机构。广州趣职课咨询
有限公司创始人蔡武亮创立了“熊猫校招实习自
媒体平台”。他表示，“针对海外学子的招聘，企
业一般都会注明其要求的毕业时间。因为海外学
校毕业时间与国内不同，这会对学子回国应聘有
一定影响。”

海外学子不仅毕业时间和国内不一致，在课
业安排上也和国内有较大不同。国内应届毕业生
的最后一个学年，往往课程较少，有比较充足的
时间参加校招，把握各种机会；而海外学子，由
于留学目的国不同，其毕业的时间也不一样，许
多人不可能在秋招季有时间回国参加校招面试。

庞奕波对此也表示担心，“校招的时候，刚好
是我研究生课业最多的时候。很多公司招聘时要
求必须本人亲自到场。我们远在海外，往往难以
参加面试。”

丁森 （化名） 于去年 12月从美国罗彻斯特大
学毕业，同年10月赶上了国内的“秋招”。他也认
同庞奕波的担心，觉得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只不
过自己比较幸运罢了。他说：“我们学校的硕士是
一年半学制，到 2017 年下半年的时候只有一门
课。这使我有条件在 10月回国，一口气参加了所
能参加的所有面试，然后回美国继续完成学业。
但这对于其他许多留学生来说，是较难实现的。”

距离阻隔、信息不对称
错失许多机会

除了毕业时间与国内不一致带来的难题，海
外学子参加国内校招，还有其他不便。

去年9月，杨光开始向国内企业投递简历。同
年 11 月，他拿到法国特鲁瓦技术大学的毕业证

书，12月即参加了国内企业的专场招聘。2018年4
月，他正式入职了。

完成这一整套求职流程，最让杨光头疼的是
如何及时获取校招信息。“当时，我的职业规划还
不太清晰，人又在国外，消息相对闭塞。许多一
起参加校招的同学都有朋友圈，而我只能通过网
上搜索。这样做效率低，错过很多机会。”

丁森也表示，相对于国内的应届毕业生，海
外学子在获取校招信息上，没有太多的渠道。“国
内的很多企业会在各个高校举办宣讲会，但很少
有企业将这类宣讲会办到国外的。一些海外学子
甚至不清楚国内企业何时开始招聘，信息获取不
及时。”他说道。

空间距离的阻隔也影响着学子应聘。身在海
外，不可能随时回国；但是不回国，就没法参加
面试。丁森说：“大多数留学生没办法随时回国，
而很多公司又没有针对海外学子设置的远程面
试。特别是一些大公司的面试，很可能有现场

‘无领导小组讨论’环节，这肯定需要本人到场。”
同时，他认为面试通知的“突然性”也是一

个令人手忙脚乱的问题。“大多数公司都是临时发
布面试通知，面试的时间和地点可能会在前一两
天才通知我们。这样的安排，国内的学生尚能应
对，留学生却很难赶得上。而公司又不可能为了
相对少数的留学生而调整面试的时间和地点。”

加入求职论坛、校招群
多种方法应对难题

“积极加入各种论坛和校招群！”杨光笑着说。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获取校招信息的方

式越来越多，微信公众号、校招群、论坛和招聘
网站等均可利用。在准备秋招时，杨光可是在多

个求职论坛、校招群和招聘网站中“摸爬滚打”
了一番。

庞奕波还提到，国外高校往往有就职办公
室。“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帮学生整理好招聘信息，
发到个人邮箱。”

丁森的经验是：目标要明确。“我对求职的目
标比较明确，自己列了一个时间表，把要去的公
司都填上去之后，再到各公司的官网上查询这些
公司的校招时间填到表上。接下来再根据时间表
来安排自己的求职时间。”

关于回国面试难的问题，根据多年的校招咨
询服务经验，蔡武亮介绍说，随着回国就业的留
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注意
到这一庞大群体。“在近几年的秋招中，不少企业
会针对留学生设置了海外专场招聘。由于海外招
聘人力资源成本较高，企业一般会选择在海外留
学生群体密度较大的城市或高校举办海外招聘
会。”

如果心仪的企业没有赴海外招聘，而学子又
无法回国面试，这时该怎么办？主动找招聘单位
联系是一种积极的办法。“留学生也可以主动联系
招聘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咨询是否能够进行远
程面试。如果可以，再考虑时差等因素，选择适
合双方的时间进行面试。”蔡武亮建议道。

庞奕波则表示，若想毕业后回国工作，需要
提早做准备。“我明年年底毕业，尽管这不符合有
些企业的毕业时间要求，但总的来说，今年和明
年都能参加校招。今年我会多去留学生专场招聘
会，实在不行还可以参加明年的校招。”

“即使错过国内‘秋招’和海外专场校招，仍
可以参加社会招聘或明年的‘春招’。另外还可以
利用‘间隔年’这一机会，积累一些招聘单位看
重的实际工作经验。”蔡武亮说。

“间隔年”的大概意思是指在升学或者毕业之
后、工作之前，并不急于盲目踏入社会，而是用
一段时间 （通常是一年）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间隔年”可以帮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进一步了
解自己，体验生活，以一种“间隔”当前社会生
活的方式，达到更好地融入社会的目的。海外学
子毕业回国后，可以花一年时间适应和了解国内
社会，明确职业发展方向，全力准备第二年的秋
招、春招。“近几年，国内也开始接受‘间隔年’
这种人生规划方式。”蔡武亮补充道。

请行业中的“大牛”
积极表现，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推荐信是通过他人对你的评价，给招生委员会提供一个可信赖的
了解学生的来源。有时候会有一些硬性条件，比如有的学校需要提交至
少3封推荐信，或者最多提交5封；有的学校会要求至少一封来自申请
人获得学位的学校，所以一般都是找自己学校的老师写推荐信。”就读
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正在攻读语言技术硕士的杨馨茹强
调，一定要提醒老师推荐信的截止时间，确保及时提交。

杨馨茹提到了 3位给她写推荐信的导师。“我大三在瑞典的德隆大
学交流了半年，那时候我选修了一门博士难度的课程，最后拿了满分，
也是班上的最高分。后来我看到自己的成绩不错，就给教授发邮件问他
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信。教授觉得我作为大三的学生表现很优秀，对我的
印象也比较深刻，就欣然同意，在我选报的 10所学校的推荐系统提交
了推荐信。”杨馨茹至今对这位教授的大力帮助十分感激。

杨馨茹的能力和积极主动的行事态度，帮助她获得了许多人的帮
助。“申请学校的那段时间，我刚好在北京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我
向当时带我的导师介绍了自己的留学申请情况，说明了自己的需求。他
答应帮我写一封推荐信。”杨馨茹说，大多数学校都建议推荐信尽可能
多元化。因此在准备时，她分别选择了有不同背景的导师帮助证明自己
不同方面的能力。

“本科时我加入了CCF（中国计算机学会），他们每年都会评选一批
全国优秀大学生，那年我获得了学校的推荐去参加该学会举办的会议，
ACM （美国计算机协会） 的主席到场给我们颁奖。会上突然有一个临
时的环节，让获奖学员上台发表感言，我就自告奋勇地上去了，给
ACM主席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会后我给他发邮件，询问是否可以给
我写推荐信，他同意了。他的认真负责和热心令我很感动。”杨馨茹认
为，虽然准备推荐信的时候并不能确定某封推荐信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
帮助，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要错失。

攻克俄语难关

尽管在国内时学习了俄语，彭
艳萍在初到俄罗斯的时候，在语言
沟通上仍遇到了一定的障碍，不能
自如地和当地人进行交流。“俄罗斯
的英语普及率不高，所以只能用俄
语和当地人交流，但前提是要能听
懂他们语速较快的俄语。在学习
中，从一开始上课就得适应老师的
全俄语教学。”彭艳萍说道。这些对
她来说，无疑都是挑战。

在学习方面，彭艳萍上课认真
听讲，努力跟上老师的节奏，课后
及时复习回顾。在日常生活中，她
也尽量多地去与当地人沟通交流，
以提高自己的俄语水平。“虽然吃
力，但是努力一个学期下来，自己
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
的提升。在平时生活的交流中，语
言这一关也基本没什么问题了。”彭
艳萍总结道。

彭艳萍建议，留学时最好备上
一些常用药。因为初到国外，“在和
医生沟通交流上还不太能够用当地
语言表达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体验城市特色

去留学之前，彭艳萍就为可以
去俄罗斯不同的城市旅游，感受不

一样的风土人情和欣赏美丽的特色
建筑而兴奋不已。国外的课程设置
相对轻松，学习之外的空闲时间也
就多了起来。除了学校所在的城市
莫斯科，彭艳萍还喜欢在休闲时间
去其他城市逛逛，去感受不同城
市、不同地区的特点。“毕竟生活还
有诗和远方。”她笑着说道。

博物馆是彭艳萍的必去之地，
因为她认为从那里可以更好地了解
当地的历史与文化。她也为俄罗斯
地铁站的美丽而震惊。“俄罗斯的地
铁站像艺术宫，每一个地铁站都有
不同的风格，既恢弘壮观，又带着
西式特有的华丽精致，真的很美。”
她说。

除了博物馆和地铁站，俄罗斯

城市里的其他特色建筑也吸引着彭
艳萍。“俄罗斯宗教氛围浓厚，到处
是装饰华丽、设计复杂的教堂，大
部分的景点也都是教堂，以东正教
为主，也有少数的伊斯兰教。”彭艳
萍说道，“这些建筑大都历史悠久，
保存完整。现在仍能从中感受到那
种庄重与美丽，令人不由自主地屏
住呼吸。”

感悟人情之美

“通过留学经历，我更加了解俄
罗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
也改变了出国之前对俄罗斯的一些
看法。去过不同的城市，领略到各
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使我在待人接

物方面有了更大的包容性，看待事
物时，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谈起留学生活的感受，彭艳萍如是
说。

彭艳萍和其他来俄罗斯留学的
同学一起住在俄罗斯新大学宿舍。
在这里，本地人和外国学生、男生
和女生混住在同一栋宿舍。她对在
同一栋宿舍可以见到来自不同国家
的学生感到新鲜，也对不同国家的
学生感到好奇。这或许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俄罗斯的自由与包容。

“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的生活节
奏更慢，当地人看起来也比较‘懒
散’。”彭艳萍说道，“这是由国家不
同的文化决定的。”“懒散”的生活
方式别有一番趣味。除了旅游外，
彭艳萍还会通过看书、看电影来度
过休闲时光，并经常“利用这些空
余的时间去思考自己今后的发展方
向”。

彭艳萍感触很深的方面还有俄
罗斯人的规则意识和对秩序的遵
守。“当地人很遵守交通规则，一贯
的作风是行人至上。不管在什么地
方、什么时候，车辆都会礼让行
人，当然酒驾除外；不管是在地铁
上还是在公交车上，都是先下后
上，彼此礼让。”彭艳萍说道，“俄
罗斯人遵守规则，维持公共场合秩
序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暑假即将结束，准备出国留学的学子们已
经开始准备申请材料。

推荐信作为几乎所有学校都必不可少的申
请材料之一，却常常让许多申请者感到茫然。
该如何联系老师，推荐信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准备推荐信时，有一条重要的底线：真实。

申请留学
你的推荐信
准备好了吗？

找熟悉自己的老师
有所侧重，体现多元

“学校要求 3封推荐信，提交推荐信的截止日期比其他申请材料晚
一些，所以我当时是一封一封地交，给自己留的时间比较充裕。在提交
第二封推荐信之后，就收到了一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如今已经是研究
生二年级、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就读广告学专业的申屠名琛
将推荐信看作是履历中能够“锦上添花”的一部分。

“我大四第一学期在美国做交换生，当时想请一位美国老师给我写
推荐信，但这个老师以对我的情况不太了解为由在邮件里婉拒了我。于
是我就找了本科阶段比较熟悉我的3位老师。”申屠名琛说道。

美嘉中创 （北京） 国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华认为：“外
国院校对于推荐信的定义，是指一个对申请人熟悉并了解的人，从自己
的角度出发，对该学生进行客观的评价。这个评价的内容，理论上来讲
应对申请人保密，因为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

“每封推荐信都要有所侧重，比如，我的第一封推荐信来自专业课
程授课老师，因此就把重点放在我的学术能力和实践能力上；第二封来
自项目的指导老师，就侧重于表现我的责任感和科研能力；第三封来自
副院长的推荐信，主要是对我综合学习能力的介绍。”申屠名琛总结道。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论谁写的推荐信，都必须把握一个原则：真
实，不做夸张的评价。

彭艳萍：

领略俄罗斯的城市美和人情美

2017 年，彭
艳萍前往俄罗斯
莫斯科的俄罗斯
新大学学习俄语。

郭艳艳郭艳艳

现在，针对海外留学人员的
招聘活动越来越多。

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上海市外国专家局组织，
上海国际人才交流协会驻英国伦
敦联络处承办的“2018 英、美、
加名校中国留学人员上海职业见
面会”，吸引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及另外 7 所国外高校的海外学子。
在沪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单
位和跨国公司等也借此进行人才
对接招聘。

杨 光 认
为，海外学子
在查询国内的
校 招 信 息 时 ，
一定要“厚脸
皮 ”， 多 寻 求
学长、学姐的
帮助。图为杨
光在法国留学
时，到枫丹白
露游玩。

曾宣宣

本版照片均由受
访者提供 图片来
源于网络

本版照片均由受
访者提供 图片来
源于网络

实事求是
体现个性特点

陈华认为，推荐信作为留学申请中必备的材料之一，其作用不可小
觑。尽管如此，她仍将推荐信的重要性排在个人陈述和简介之后。“总
体来说，推荐信撰写人分两种，第一种是推荐人本身在国际上的关注
度、专业性、认可度非常高。获得这样的人的推荐，对留学申请当然是
一个不小的助力。”

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陈华认为，获得第一种推荐人的机会少之又
少。“大多数学生的推荐信撰写人都是第二种情况，即推荐人只在学校
或者在国内某领域具有一定知名度。”

陈华说，很多申请者存在一个误区，认为不熟悉自己的“院长”一
定比熟悉自己的“普通老师”的推荐信更有说服力。但海外学校要求申
请者提供推荐信的目的是，推荐人与申请人有一个相对长期的共事过
程，这样他们才对申请人的情况有发言权，他们写的推荐信也才具有说
服力，更能帮助学校了解申请人。”可见，推荐人并非职务越高越好。
陈华说道：“只要不是第一种情况的推荐人，其他推荐人职务高低，对
于国外的大学来说并无太大差异。因此，优先选择对自己了解更加深
入、全面的老师作为推荐人，是大多数学子最明智的选择，不必在推荐
人的职务、职称的高低上过于纠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