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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美

两国建交 40周年。中国驻美使 （领） 馆与人民日报
（海外版） 将联合开展“跨越太平洋的记忆”征文活
动。我们期待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您在感受和传
播中华璀璨文明、促进中美教育文化交流中的生动
记忆以及加深中美人民友谊的真切感悟。

征文可以是一则故事征文可以是一则故事，，也可夹叙夹议也可夹叙夹议，，文风不文风不
限限。。我们希望它是精致的千字文我们希望它是精致的千字文，，长则两千字以长则两千字以
内内。。若有必要若有必要，，可附相关图片或照片可附相关图片或照片11--22张张。。征文截征文截
止 时 间 为止 时 间 为 20192019 年年 99 月月 3030 日日 。。 稿 件 电 子 版 请 发 至稿 件 电 子 版 请 发 至
acrosspacific@acrosspacific@126126.com.com，， 请 注 明请 注 明 ““ 跨 越 太 平 洋 的 记跨 越 太 平 洋 的 记
忆忆””征文征文，，并附上联系人并附上联系人、、所在院校所在院校、、联系电话和联系电话和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征文活动将评选出一等奖征文活动将评选出一等奖55名名，，二等奖二等奖1010名名，，三三
等奖等奖1515名名，，优秀奖优秀奖4040名名。。获奖者将获得证书获奖者将获得证书、、奖金奖金

（（一等奖一等奖 200200 美元美元//人人，，二等奖二等奖 150150 美元美元//人人，，三等奖三等奖
100100 美元美元//人人）） 及纪念品及纪念品，，并有机会受邀参加颁奖活并有机会受邀参加颁奖活
动动。。征文活动所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征文活动所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陆续发表在将陆续发表在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跨越太平洋的记忆跨越太平洋的记忆””专栏专栏。。

中国驻美使中国驻美使（（领领））馆馆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

“跨越太平洋的记忆”

征文启事

海外高校
认可高考公信力

今年 3 月，“剑桥大学承认中国
高考成绩”的消息一时间在网络“刷
屏”，此后，剑桥大学在自己的官方
微博上表示，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并
非是学校新规，此政策已执行数年。
虽然所谓“新政”是一场“乌龙”，但
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大学认可中国
高考成绩却是不争的事实。

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已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有关高校承认中
国高考成绩，其中包括许多热门留
学目的地。以英国为例，除了剑桥
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外，老牌名校
伯明翰大学、一流研究型高校莱斯
特大学等知名学府，也接受中国学
子凭借高考成绩申请就读。

行业分析人士认为，对于知名
海外高校来说，保证生源质量非常
重要，将中国的高考成绩作为衡量
标准之一，是对中国高考公信力的
认可。与此同时，国内考试评价体
系也在进步、发展，在考察分数的
同时，对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
力也提出了很高要求。海外名校向
高考分数“敞开大门”，是对中国
教育发展实力的肯定，也是主动拥
抱中国留学市场潜力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高考成

绩公布时，一些海外院校的秋季入
学申请窗口很可能已经关闭，学生
最快也要等到来年春季才能入学。
在这段时间内，学生可以完成院校
申请中对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的
相关要求，锻炼并提高自己的语言
能力，“预热”留学之路。

提前规划
“高考后”方向

对于不想等待少则半年、多则
一年时间再入学的中国学生而言，
很多海外院校都接受学生提前申
请，等到高考成绩公布后，若符合
学校入学标准，就可以立刻提交高
考成绩，秋季即可入学。其实，在
高二甚至高中刚入学时就开始为大
学做规划，可以令很多学生和家长
更为从容地在高考后做出选择，也
能避免拿到高考分数再决定是否留
学时的“手忙脚乱”。

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商学院就
读本科的天津学子柳自阳 （化名）
在高一时就决定要出国读本科。高
三第一学期时，他顺利拿到了雅思
7 分的成绩，并于第二学期开学前
收到了悉尼大学的录取邮件。高考
分数“出炉”后，柳自阳补交了自
己的成绩条，在当年 9 月顺利赴悉
尼大学入读。

启德留学北京分公司加拿大项

目经理杨建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学生和家长需要理清“承
认高考成绩”的真实内涵，避免误
读海外院校的招生政策。“‘认可
高考成绩’并不是指仅凭借高考分
数就可以入读海外院校、就能拿到
海外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有了高考
成绩，同时必备的申请材料还有语
言考试成绩、高中学业成绩单，等
等。学生最好不要等到高考成绩出
来了再匆忙决定是否留学。”杨建
萍提醒。

提前规划好本科期间的学业方
向，有的放矢做好准备工作，这就
需要学子及其家长早做打算，明确
目标。尤其对于海外名校而言，高
考成绩只是多个评判因素中的一
个，学生学术范围以外的综合素养
和能力同样重要，同样会影响最终
的录取结果。

今年还是明年
答案不只一个

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网站
上，“高考”以拼音的形式出现在
留学生申请要求一栏里，明确认可
高考成绩。杨建萍告诉记者，如今
已经有不少中国学生使用高考分数
申请留学院校，随着中外教育互
通、互认的进一步发展，今后还会
有更多学生选择这一渠道完成自己

的留学计划。
对于在高考前并没有明确的留

学意愿的学生而言，杨建萍建议，
不同分数段的考生要依据自己真实
情况做出选择，“高考分数位于二本
线左右的考生，可能会选择在当年秋
天就出国留学，可以考虑先读一年预
科或者选择双录取学校。”她说。

事实上，高考分数位于一本线
左右甚至接近名牌大学录取分数
线、但并未达到自己考前预测水平
的考生，反而会面临更“纠结”的
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考
生不要匆忙选择当年秋季就能入学
的高校。”杨建萍表示，不少世界
排名靠前的学校在六七月份早已关
闭了当季留学申请窗口，不再招
生，考生凭借较为优秀的高考成绩
在此时很难选到心仪的学校。“这
类学生对于留学院校的世界排名要
求更高，建议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认
真备考雅思和托福，申请来年春季
甚至秋季入学，就读自己更为理想
的目标院校。”

虽然多数学校已经关闭当季入
学的申请窗口，但并不意味着想在
今秋出国就读的考生失去了进入海
外名校的机会。“有世界范围内排
在 240 多名的学校，直到现在依然
开放申请，这与院校的招生政策有
关。但是，是否申请，需要学生和
家长在综合考量后，抓住最后的时
间窗口做出决定。”杨建萍说。

国外大学承认高考成绩 中国学生拥有更多选择

走！带着“分数”去留学
本报记者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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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各地高
考成绩陆续公布，当
大多数考生在对照往
年的高校录取分数线
为自己寻找心仪学校
的同时，也有一些学
生想凭借高考分数申
请海外大学，圆自己
的留学梦。

事实上，近年来
随着认可中国高考成
绩的海外院校数量不
断增多，用高考分数
申请国外大学已经成
了不少有留学意愿考
生的备选项。

本报电 （记者孙亚慧） 日前，由科技
部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和国家外专局

“一带一路”国际人才专项基金主办的“一
带一路”国际人才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次论坛以“科技创新，合作交流，
促新发展”为主题，邀请了“一带一路”
倡议参与国的相关国际组织、驻华使馆、
商协会机构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来自
15 个不同国家的与会嘉宾共同探讨、分享
了“一带一路”国际人才交流所带来的新
的合作发展机遇。

科技部亚欧科技创新合作中心秘书长
朱世龙表示，通过发起并设立“一带一路
国际人才发展基金”，能为各国人才联合培
养提供更多支持。同时，支持中外青少年
双向留学、师资力量双向交流培养，建立
多边合作的国际人才培养机制，也是国际
人才交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
良好实践。

中科院院士刘嘉麒在论坛上分享了近
年来科技创新促进交流合作、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有关成果。刘嘉麒认为，将科技
创新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顺应当
今世界与中国的发展创新大潮，应将科技
进步与国际合作紧密相连、与高新技术的
成果转化紧密相连，而在贸易、文化合作
等方面，国际人才交流同样大有可为。科
技部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副秘书长王立社
表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企拥有广
阔舞台，可在高科技与高质量产品领域达
成更多实质性合作。

据了解，本次论坛上同时筹建了山东
省滨州市科技局国际人才交流协会，在未
来，将立足北京与滨州两地，依托协会会
员的国际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设立工作
站，为滨州市“双招双引”经济发展出谋
划策，引资引智，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
展。这样的尝试，也为地级市国际人才引
进工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板。

图片来源：百 度

利用预警信息
灵活选择逃生方案

日本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是世界
上地震最频繁的国家之一。曾有网友在社交媒
体上感慨说：“在日本，发生地震就像人们吃
饭一样平常。”由于地震多发，日本在震前预
警、防护，震后救援等方面形成了成熟的系
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尽可能减少地震造
成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一般来说，日本气象厅会在地震规模达到
5级以上时，发出大规模紧急避险警报。

杨有文目前在新潟医疗福祉大学就读，18
日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和朋友一起联机游戏。他
回忆说：“当时我的手机发出了连续不断的警
报声，还收到了预告震级的短信。大概在 10
秒钟之后，房子就开始摇晃了。”刘睿目前也
在日本就读，她同样也于地震发生前就收到了
手机预警提示。“那时我刚刚洗完澡，正躺在
床上和家人视频聊天，手机突然开始发出很大
的警报声，就是以前在学校进行防震演练时听
到的那种声音。”她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收到
地震警报，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虽然目前地震预警与地震正式发生的相隔
时间并不长，但民众却可以通过预警了解地震
震级，从而采取适当方法避险。近日，日本气

象厅及防灾科学技术研究所也表示，当前正在
研究海底地震仪的观测数据，一旦太平洋海域
发生地震，最快可在地震发生前 25 秒发布紧
急地震预警。

地震发生别慌张
充分利用“三角区”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我防护意识，日本许多
学校会不定期地进行防震演习，帮助学生熟悉
地震发生时的安全逃生路线。但是当地震真的
发生时，仍需要学子根据当时所处环境采取正
确措施，有效避险。

杨有文居住在公寓六层，地震发生时，他
按照学校防震演练的做法迅速跑下楼。“我当
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拼命往外跑，但跑出去之后
发现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邻居们都没动
静。”他说。后来，一位日本当地的朋友告诉
他，日本房屋的抗震性很强，一般可以抵御
6—7级的地震。除非震级非常大，否则留在房
屋内避震是最安全的。

刘兴凯目前在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就
读，地震发生时，他并没有急着往楼下跑，而
是选择在洗手间的安全“三角区”蹲下。“洗
手间的空间狭窄，不容易造成天花板下坠，而
且里面有水源。如果真的发生地震后被困住，
还可以坚持几天。”他说。刘兴凯并不建议在
地震发生时跑下楼，“奔跑的过程可能会被坠
物砸伤，尤其一些高层公寓楼住户，跑下楼需
要一定时间，并不是一个明智选择。”

及时与家人联系
做好余震应对准备

孩子出国留学，其安全是父母最关心的。
遇到突发的自然灾害时，在确保自身安全情况

无虞的前提下，应及时与父母联系。既让家长
安心，也可以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

刘睿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给父母报了平安，
她说：“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地震，而且又是在
国外自己一个人居住，真的很害怕，就想给爸
妈打个电话。”同时，她也收到了许多国内同
学发来的信息，提醒她注意安全，做好防护措
施。刘睿说，虽然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被吓
到了，但是看到自己被这么多人关心和挂念
着，非常感动，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地震后，仍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刘兴凯
说。的确，历史上许多震级较大的地震之后通
常都伴有余震和海啸发生，学子需要高度重
视。杨有文告诉笔者，地震发生当晚，他担心
还会有余震发生，就没有上床睡觉，整夜和衣
而坐，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刘睿也做
了应对准备，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她去超市
买了一些食品和大桶的水，还在家中配置了应
急医药箱。虽然许多学子是第一次经历地震，
但对于随后可能发生的余震和海啸，他们都做
好了充分的应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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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地时间 6 月 18 日晚 10 时 22
分，新潟县发生里氏 6.8 级地震。虽然
此次地震并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但仍给不少在日中国留学生留下了“心
理阴影”。对于赴日本留学的学子来
说，掌握正确的避震方法是日常生活中
的“必备一课”。

图片来源：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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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千库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