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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

征文

跨越太平洋的记忆（24）

工作签证政策放宽

为吸引留学人员，2019年，多个主要留学
目的国均放宽了毕业后工作签证政策。

2019 年 3 月 16 日，英国教育部与国际贸
易部联合发布了新的国际教育战略，计划到
2030年，将英国高等教育体系下的国际学生人
数从目前的46万人增加到60万人。9月，英国
政府宣布推出一项新的签证政策，允许在英留
学生毕业后留在英国两年寻找工作机会。这项
新的“毕业生”工作签证将向包括来自中国在
内的所有国际学生开放。这些国际学生必须持
有效学生签证、成功从被认可的英国高等教育
机构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该签证将允许符合
上述条件的学生在英工作或寻找工作，不受技
能水准和行业领域限制。

作为中国学生青睐的留学目的国，澳大利亚
也推出了新的签证政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
2019年3月确认，在非大都会地区工作和学习的
国际学生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可以获得3年毕业
生临时工作签证，将特定地区的留澳学生毕业后
工作签证延长，增加其在澳工作机会。

一直以来，加拿大是中国学生选择的热门
留学目的国。2019年2月，加拿大移民局放宽
了毕业工签的申请条件，同时延长了毕业后申
请工签的时间。

值得关注的是，自 2019 年 5 月 30 日起，
从日本 4 年制大学或学院毕业且获得日语 N1

合格证书的留学生，在日本就职不再仅限于
大学专业相关工作，可以通过在饮食以及零
售业等以日语为主体的服务业工作来获得日
本的在留资格。

高考成绩国际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校开始认可高考成
绩，中国学生可以凭借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国外大
学。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英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部分高校认可并接受中国高考成
绩申请。

作为英国高校联盟“罗素集团”的成员之
一，2018 年 10 月，伯明翰大学宣布，从 2019
年起，中国学生可凭借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入读
该校本科课程。随后，英国莱斯特大学、邓迪
大学、肯特大学、西英格兰大学等也陆续宣布
接受中国高考成绩。

此外，澳大利亚认可中国高考成绩的高校
越来越多。其中，被称为澳大利亚“八大”名
校中的 7所承认中国高考成绩。但启德教育相
关专家表示，多数认可中国高考成绩的澳大利
亚高校要求申请人的高考分数至少要达到本地
录取二本线以上。

据介绍，加拿大多所知名大学承认高考成
绩。其中，医博类排名前 8以及综合类排名前
3的名校本科申请均需高考成绩作为录取必要
条件；2020年开始，中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凭
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德国大学本科，不需要先在
国内大学入学注册。

“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是，美国接受
高考英语成绩来替代托福的学校数量在逐渐增
多，如圣路易斯大学、佛蒙特大学等。”启德
教育留学事业部副总裁张磊说。

2017 年 8 月的一天，我与
家人依依惜别，踏上了去往异
国的征途。跟我一起跨越太平
洋的，不仅有两个笨重的旅行
箱，还有满满的抱负。可惜，
我幻想中的蓝图还未落笔便被
匆匆撕碎。

我所入读的学校里亚裔寥
寥无几，刚入学时，我受到许
多关注，可当那股新鲜劲儿过
去后，一切都归于平淡，我竟
连一个可以说话谈心的朋友都
没有。

渐渐地，我身上所有的锋
芒都被磨平了。我习惯了做一
个不善言辞、只会埋头学习的

“书呆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不再提起我为之自豪的祖
国，也不再提起我在国内时的
生活，那些过往肆意张扬的风
采逐渐消失于我的眉眼之间。

日复一日，我过着一板
一眼的乏味生活。人们仍然
会问我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
有时还会开一些令我无所适从
的玩笑。但那时的我，并未
想过要去改变什么。

或许就该有那样一个时
刻，雨停、风定、雾散尽。在
我踌躇彷徨时，有一道光穿透
了我面前的迷蒙。某一天，我
终于意识到，我的许多同学对

中国有误解，我要行动起来改
变他们的这种认知。

时机很快就到了，世界史
课程的结课作业之一就是自选
主题的演讲。我选择的主题是
中国历史，我花了整整两个星
期的时间来收集资料。为了让
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我讲解的内
容，我选择采用时间线的形式
进行讲解，尽管一再压缩时间，
我的演讲还是长达 40 分钟。为
了使演讲内容不那么枯燥，我
从每个朝代中挑选了一到两个
妙趣横生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最后，我还为同学们展示了我
的家乡西安以及中国其他城市
的照片。我的演讲内容丰富又
有趣，反响很好，很多同学都告
诉我他们非常喜欢。

这次尝试大获成功，我的
同班同学对中国的印象也有了
明显改观。更让我惊喜的是，
有一天，当我正在学校阅读一
本中文书籍时，我的同班德国
同学凑了过来，对一个个排列
整齐的文字发出了赞叹：“这
些文字简直太酷了！就像画一
样！”看到他如此惊叹，我便
用中文写下了他的名字，他立
刻一笔一画地模仿了起来。被
汉字惊艳后，他对中文产生了
极大的兴趣，还央求我教他说

写中文。突然，一个想法开始
在我心里悄然萌发。

我们学校里有一个文化俱
乐部，是由之前毕业的泰国学
姐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国
际学生在这里传播本国文化。
然而，在她毕业之后，这个俱
乐部便逐渐荒废了。我想，既
然有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我
何不将这个俱乐部利用起来，
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呢。我与其他几名中国学生一
起向学校申请，希望能够恢复
俱乐部，并在每周五中午举行
一次活动。

来美国之前，我曾学过一
段时间的剪纸，没想到这时派
上了用场。俱乐部第一次活动
时，我给每名同学分发了纸和
从学校借来的剪刀，手把手地
教他们一些样式简单的中国传
统剪纸。

文化传播宛如点点滴滴的
水花，我们的努力使得学校里
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对中国文
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相信
这样点滴的努力汇聚起来，会
成为文化传播中一条奔涌向前
的长河。

（作者系美国波特兰华道
福高中学生）

本版图片均来自于网络

我的同学我的同学
爱上了中国文化爱上了中国文化

侯泽茜侯泽茜

日前，启德教育在京发布《中国留
学市场2019年盘点与2020年展望》报
告，就各留学目的国发布的相关留学
新政对中国学生的影响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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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留学的国际生连续4年超百万。其中，中国
作为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生源国的地位保持不
变，2018/19学年中国学生数量达 369548人，
同比增长1.7%。

英国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于
2019 年 7 月发布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的申请截止日，通过UCAS申
请系统提交英国本科课程申请的中国学生人数
达到19760名，比上一年增加了30%。2019年
英国留学上升趋势迅猛，英国签证与移民局
（UKVI）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10月至2019年
9月，第四层级签证签发超过119697份，增幅
达到21%。

2018 年，加拿大共向中国学生发放了
35550份学生签证。在加拿大全日制学习的中
国留学生也达到了143000人。

▶新闻链接：
留学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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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我们是旅客的贴心帮手

自 2012 年成立以来，深航一“旅”阳光团队为
需要照顾的特殊旅客提供了更安全、便捷、舒适的
出行保障。除了保障无人陪伴儿童、无人陪伴老

人、轮椅旅客、盲人旅客及其他需要特殊关注的
旅客外，在有大面积航班延误等特殊时刻也能看
到他们的身影。罗铁梅作为团队的组长，不仅出
色 完 成 本 职 工 作 ， 还 能 在 危 急 关 头 为 旅 客 排 忧
解难。

一次送机保障中，罗铁梅留意到几名旅客在机场
柜台处跟工作人员交涉，神情焦急，应该是遇到了
麻烦。她便上前了解情况，原来是老人家要在家人
的陪同下去北京做手术，想申请使用轮椅，但无法

提供医院开具的适宜乘机证明。为了不耽误旅客手
术治疗，罗铁梅立马带着旅客到机场医疗中心寻求
医生帮助。在家属签署风险告知书后顺利乘机。由于
当时情况紧急，老人和家属也不清楚携轮椅乘机的流
程，罗铁梅又主动联系到达站机场，沟通安排好了旅
客落地后的相关事宜，帮旅客解了燃眉之急。深航送
机岗位上的 270 多位员工，还有许多像罗铁梅一样，
她们时刻秉持着对服务事业的高度热情、对自身的严
格要求以及对旅客的真挚关怀，以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为己任。

在幕后 也有我们坚定的守护

地服配控中心的工作并不为人熟知，但却实实在
在关系到航班生产的安全和效率。这里是信息数据的
集散地，飞机的运行数据、航班的旅客和货物信息、
机组实时的对话反馈，经过处理的信息形成材料，是
机组的重要飞行参考依据。

“从凌晨开始做静态数据变更是常有的事。”五
年来数据零差错，配控中心主管谢晓伟把每一次数
据变更都当成第一次来对待。谢晓伟提起上半年的
一次静态数据变更还记忆犹新：“当天共有 50 多架
飞机需要进行性能数据变更，等待全部飞机停场已
经超过夜里 12 点。”留给谢晓伟的时间非常有限，
大部分飞机早上六点以后就要执行飞行任务。经过
紧张的数据更新、校验和反复核对，谢晓伟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了数据更新，保障了航班正常运行不受
影响。

凌晨 4 点半的深圳，整个城市还沉浸在睡梦
中，而白建山已经坐在办公室准备好了开始一天
的工作。2011 年加入深圳航空，白建山在车辆调
派岗位上一干就是八年。作为车辆调派员，白建

山不仅要根据每天的航班排期来安排所有深圳进
出港航班的保障车辆，还要时刻关注当天航班时
刻以及登机口变化，灵活、准确安排摆渡车接送
远机位旅客。

调度员的工作非常耗精力，白建山笑称这么
多年没在饭堂吃过午饭：“系统里面的航班信息是
随时会改变的。在岗就要一直守在电脑前，随时

做好车辆跟人员的协调准备。”屏幕上每个闪烁跳
动的文字都在他的关注下。摆渡车使用高峰期偶
尔会出现司机不足的情况，白建山的特殊车辆驾
驶资格就发挥了作用。“司机不够我就顶上一趟，
肯定要全力保障航班正常运行。”多年如一日的车
辆保障工作让白建山身上完美结合了细致跟灵活
这两种特质。

“清洁是看得见的安全。”这是客舱保洁定检
副组长杨秋红的口头禅。飞机的客舱深度清洁工

作在凌晨 3 点钟结束，班组长杨秋红带领组员们
完成交叉检查后，搭乘摆渡车离开机坪，身后的
A320 客机即将在明天早上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第一
班乘客。

有战友 团队充满凝聚力

当夏季雷雨多发，大面积航班延误的时候、当春
运暑运旅客数激增的时候、当员工工作生活上有困难
的时候，每一位地服人都知道他们不孤单，总有一股
力量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撑着他们，为他们助力、给
他们温暖。

地面服务部第五党支部就是这股力量。由综合业
务室、质量控制室、培训发展室等支持科室组成的支
部，日常虽然不负责保障航班生产，但关键时刻不掉
队。春运、暑运客流高峰，候机楼里都能看到支部成
员们的身影，帮忙做问询指引、接送无陪儿童、无陪
老人。如遇航班大面积延误，支部也在保障的第一
线，安抚旅客情绪、为旅客分发餐食、为旅客办理退
改签。哪里需要人手，支部会给予鼎力支持。不仅仅
体现组织协调有力、党员起到表率作用，更是深航党
建促生产的真实写照。

深航地服人相信：在每一位深航旅客所到之处，
都有我们的贴心服务；在每一个看不见的角落，都有
我们的坚定守护。 （王苏婉）

“先生您的登机牌和证件，请留意登机口和登机时间，祝您旅

途愉快”“无陪儿童登机手续已经办好，请您带孩子在约定时间

回到此处与我集合”“请您出示行李签以便我们核对托运行

李”……航站楼里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旅客，朋友从这里相送，

亲人在这里欢聚，人们期待旅程，也享受团圆。在值机柜台、在

登机口、在摆渡车上、在行李提取处，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用饱

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服务为旅客提供便利、解决问题，他们是值机

员、特殊旅客保障人员、摆渡车调派员、航班配控员、客舱保洁

员，他们是深圳航空地面服务部的一员。

深航每天保障超过70000名旅客、近700个航班、30000余件

托运行李，其中深圳进出港旅客超过 30000 人，无人陪伴儿童、

无人陪伴老人、乘坐轮椅等特殊旅客近 1000 人。数字背后体现

的是深航人的专业高效、严谨坚守，而数字之外，是一群深航地

服人，将每一位旅客的需求放在心上，尽心尽责付诸在行动上。

候机楼里的守护天使候机楼里的守护天使候机楼里的守护天使

一旅阳光班组罗铁梅与无陪儿童在一起

客舱保洁员杨秋红正在更换座椅头片一旅阳光班组为旅客提供服务保障

（图片由深圳航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