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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优秀硕士暑期学校面向在读研究生

留学人才为中国发展
注入新动力
本报记者 蔡文玲

本报讯渊记者 蔡文玲冤
记者从法国高等教育署获
悉袁针对正在中国国内大学
读研且准备考博的学生袁法
国高等教育署推出了 2018
优秀硕士暑期学校项目袁以
提供更加深入和专业的课
程遥 项目申请要由个人完
成袁3 月 18 日结束遥
优秀硕士法国暑期学
校项目面向有意攻读博士
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开放遥申
请者要具备良好英语水平
并在所选领域具有良好学
术背景遥 为保证品质袁项目

名额有限遥针对优秀的申请
者袁法国大使馆还将提供一
定比例的资助遥报名申请结
果 4 月 1 日前通知学生遥
有关官员介绍袁 第三
届优秀硕士法国暑期学校
项目于 2018 年夏季在法国
举办遥 为此袁法国驻华大使
馆精心挑选了多个专业领
域 主题 的 暑期 学 校项 目 袁
课程包括生命科学尧化学尧
环境尧 计算机尧 数学与物
理尧工程学与管理学尧建筑
学与文化遗产科学尧 翻译
和跨文化交流尧法律尧政治

学与经济等类别袁每个类别
包含 3 至 4 个课程可选袁每
个课程名额不同袁 最少 12
个袁最多 60 个遥 课程时间 3
至 4 周不等袁费用为 2 万至
3 万元人民币遥 英语授课袁
国际知名的法国大学教授尧
科研学者教学遥 课程安排
包含由教师指导的实验课尧
深入研究启蒙课袁以及初步
的法语和法国文化课遥 通
过暑期课程袁学生有机会确
定自己未来的研究主题和
博士导师袁并完善研究生课
程目标遥

分数 GPA 暑期学校 个性化
出国留学大潮方兴未艾
当前袁中国学生的出国
留学大潮方兴未艾遥 全球化
智库研究编写的叶中国留学
发 展 报告 渊2017冤曳 显 示袁
2016 年袁 我国出国留学人
员总数为 54.45 万人袁回国
人员 43.25 万人袁大批的留
学人才为中国的发展注入
了新的动力遥
由教育部尧 科学技术
部尧中国科学院尧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等部门共同主办
的 野2017 中国海外人才交
流 大 会冶 上 袁 陈 十 一 尧 张 首

晟尧赵忠贤尧谭盾尧沈南鹏尧
张亚勤尧卢迈尧徐小平尧严歌
苓尧吴亦凡尧李成尧李飞飞尧
李一诺以及 野哈佛八剑客冶
等 50 位 2017 年在学术尧科
研尧政界尧商界尧医药尧创业尧
投资尧教育尧公益尧文艺等领
域有着突出表现的杰出留
学人员入选榜单遥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
耀辉介绍袁 在出国留学接
受海外教育的人数越来越
多袁 含金量却被认为有所
下降的今天袁 留学人员这

一群体的社会价值也不断
引发探讨遥 实际上袁尽管留
学和海归群体在日益壮
大袁 并不代表他们的价值
和作用在下降遥 中国留学
生在海外留学的经验和历
练袁 使得他们不仅具备丰
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袁 而且
拥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尧
创新精神和创业热情袁对
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袁 同样在
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进程
中起到了积极作用遥

申请美国高校关注四点

留学人员成就全面多样
2017 年留学人员成就
全面多样袁 涌现多位在学
术尧科技尧商业尧医学尧文艺尧
慈善等领域的国际大奖获
得者遥 留学经历带来的开阔
视野袁使入选人员不仅将国
外的先进理念和模式引入
中国袁 更以创新的科技学
术尧商业投资创业模式领先
于国际水平袁卓越成就在各
个领域开花结果袁受到国内
外认可遥
在科学领域袁因为发现
证明了函数域中的高阶
Gan -Gross -Prasad 猜 想 而
荣获数学野新视野奖冶的华
人数学家恽之玮和张伟袁首
位获得有 野地理学诺贝尔
奖冶之称的冶维加奖冶的中国
科学家姚檀栋袁 首次摘得

2017 凝聚态物理领域的最
要巴克利 奖 的华 人
高奖要要
物理学家文小刚等成为杰
出代表遥
还有一部分留学人员
聚焦社会民生袁致力于献身
医学健康事业遥 在 野大数
据+冶的趋势中袁 拥 有 海 外
学习经验的人才力量已经
渐渐成为信息时代中国医
学健康事业的推动器和开
拓者遥 如与北京市政府尧清
华大学联合启动全球健康
药物研发中心的盖茨基金
会中国首席代表李一诺袁
推动我国新农合医疗制度
全面铺开的野卫生体系学冶
创始人之一刘远立袁 以医
学成像领域的贡献获颁首
届野全国创新争先冶奖的程

和平遥
此外袁留学人员在关注
农村建设袁聚焦科技兴农发
展方面也取得了成绩遥 留学
和海归群体用先进的科技
理念袁聚焦如何打通农业科
研成果转化 野最后一公里冶
的课题遥 野洋冶海归与土地结
合袁成就新时代中国农业现
代化遥 如致力于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而获第十届野谈家桢
生命科学奖成就奖冶的武维
华袁 致力于通过卫星遥感尧
机器学习等领先技术助力
农业 4.0 变革的张弓袁持续
行走在为儿童发展扫除障
碍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路
上而于 2017 年发布 叶贫困
地区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进
展曳旗舰报告的卢迈等遥

青年留学人才成绩显著
青年留学人才成绩显
著袁新生力量发力明显遥 今
年 的 榜 单 中 袁 野80 后 冶 野90
后冶的青年留学人员在各领
域的表现突出袁占据榜单的
五分之一遥
这些青年留学人员有
的选择回国创业袁有的选择
国外教书遥 如 1983 年出生
的野史上最年轻的冶哈佛华
人教授尧科学突破奖要要
要物
理学野新视野奖冶获得者尹
希袁为无人车造眼袁自主研
发激光遥测产品斩获野美国

棱镜奖冶的李一帆袁以演员尧
歌手身份上榜美国福布斯
2017 年 30 岁 以 下 亚 洲 青
年才俊榜的新生代偶像吴
亦凡袁晋升为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终身教授的新一代基
因编辑技术先驱张锋遥 这些
新锐力量在学术研究尧科技
研发尧新经济尧创业模式开
拓等方面富有价值创造性
和社会感召性袁进一步引领
了大众生活方式和生活模
式的改变遥
叶中国留学发展报告

渊2017冤曳显示袁受国际留学
发展新趋势影响袁 中国留
学人员的增速有所放缓袁
但留学生数量继续保持全
球第一遥 中国仍然是美国尧
加拿大尧 澳大利亚尧 新西
兰尧韩国尧日本等国家的主
要留学生源国遥 统计数据
显示袁中国留学生占美国尧
加拿大尧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等国家留学生的比例均
超过 30%袁 占韩国和日本
留学生比例更是分别高达
57%和 49%遥

在日前举办的北京新东方北美本科精英计划年会上袁结业学生庆祝项目结束遥
本报记者 蔡文玲 摄
本报讯渊记者 蔡文玲冤
野申请美国高校袁 同学们要
关注托福和 SAT 分数尧高
中阶段 GPA 成绩尧 暑期学
校尧个性化特长等四个关键
点遥 冶2018 年新年伊始袁在
北京新东方北美本科精英
计划年会上袁新东方北美项
目部野精英计划冶项目师生
分享了申请美国高校的趋
势和经验遥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
展袁高中生直接申请进入美
国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人
数呈上升趋势遥 新东方教
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表示袁 比起考试甚至进入
名牌大学袁 孩子可以形成
乐观自信尧 勇于奋斗的性
格袁 并能够根据兴趣选择
喜爱的专业袁 从长远发展
来看更为重要遥 选择适合
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后袁就
要为之付出努力遥
北京前途公司美国本
科高端产品部总监闫晓哲
表示袁托福和 SAT 分数尧高
中阶段 GPA 成绩尧 暑期学
校尧个性化特长等综合因素
构成了申请美国名校的关

键要素遥 2017 年赴美读本
科的人数增长 11.2%袁同时
带高了托福和 SAT 成绩遥
从 变 化 趋 势 看 袁2018 年 秋
季申请 SAT 分数将进一步
增长 3.6%遥 根据去年数据袁
美国排名前 10 位的综合性
大学托福成绩平均为 111.4
分袁SAT 平均为 1524 分袁而
排名前 10 位的文理学院托
福成绩平均为 110 分袁SAT
平均为 1482 分遥 在美国袁文
理学院和综合性大学具有
同样的地位遥 而在中国袁文
理学院虽然被很多人认知袁
但没有被普遍认可袁因此分
数会稍低些袁却也是每年都
在上涨袁 如有的文理学院
2017 年 SAT 录 取 分 数 比
2016 年 提 高 了 30 分 遥 所
以袁学生申请学校只能用以
往成绩作为参考袁并考虑分
数上涨的趋势遥
除 了 托 福 和 SAT 分
数袁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
GPA袁即常说的绩点袁是学
生 3 至 4 年的成绩单进行
加权计算得来的袁平时的成
绩要持续优秀袁 才能使
GPA 保持在 3.5 以上遥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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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招生官对北京的高中都
非常了解袁他们通常会先看
学生在学校的表现袁也就是
GPA袁 再综合衡量其他情
况遥
从 2017 年前途出国美
国本科暑期学校学生录取
情况看袁 排名前 30 位学校
录取的学生 80%都有暑期
学校经历袁 排名前 60 位学
校录取的学生 75%有暑期
学校经历遥 很多学生都想报
名暑期课程袁但选学校很重
要遥 参加暑期学校学生大部
分是为跟未来的竞争者一
起浸泡在纯英文课堂里遥 如
果选到的项目几乎都是中
国学生袁 大家共同点很多袁
就要找出自己的特色袁精准
选课遥 一般暑期学校录取比
秋季录取简单袁可以尝试增
加难度袁挑战自己遥 此外袁还
有一项很重要的参考就是
个性化遥 很多高中生都会有
些课外活动尧特长尧公益活
动等袁但要选自己愿意去探
索的领域或事件袁通过长期
投入袁展示自己对这个领域
有热情尧有思考尧有好奇心尧
有探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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