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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中国国际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南）”
成立，并在海南中学与琼州学院建立了
两个基地；海南大学被批准为“来华留学
教育示范基地”，今年外交部、教育部批
准在琼州学院成立“中国-东盟教育培训
中心”——近年来，海南教育对外交流最
明显的变化，是对外交流平台不断增加，
人文交流参与机制不断完善，校际国际
交流不断加深，琼港澳台地区交流日益
增多。

我省利用“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组
织开展大学生赴俄罗斯进行艺术交流、
组团参加中加高层教育官员磋商会议、
与日本和韩国进行师生互访以及足球交
流、组织有关市县的学校参与教育部“中
美千校携手”等项目，在人文交流参与的
机制建设上迈出了坚实步伐。

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琼州学
院、三亚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等高校与美、加、
英、法、俄、韩等国家的高校建立了广泛
联系，实行人员互访、学生互换、海外实
习等；海口、三亚、儋州等市部分中小学
也与国外有关学校建立起了交流关系。

我省组织职教、幼教、市县教育行政
管理人员等赴台湾地区访问培训，选派
中、小、幼教师到港澳学校担任教学指导
教师，海南大学本学期就选派了80余名
学生赴台交流学习，部分大中学校也积
极开展与港澳台地区教育机构的交流，
特别是去年12月，省教育厅承办了由教
育部港澳台办发起的“第21届华夏园丁
大联欢”活动，300余名来自港澳台、新

加坡及内地各省市的教师代表参加联
欢，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大
幅增加

“十二五”期间，新增本科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2个、高职教育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13个，高中国际班3个，涉及美、英、
澳大利亚、奥地利、爱尔兰等国高校和中
等教育机构。高校6个中外合作办学项
目教师总人数85人，其中专任外籍教师
30人，兼职外籍教师10人；2014年度聘
用长期外教24人，短期10人。

留学工作发展较快

在来华留学教育方面，海南大学与
海南师范大学相继于2012年、2013年
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国际学生接收
院校；2013年争取省政府同意，设立了

“海南省政府国际学生奖学金”，每年资
助50名国际学生到我省5所本科高校
学习。目前全省18所高校有8所已开
展留学生招收培养工作，现有来自欧、
美、亚、非等洲40余个国家1400余名
留学生在我省高校学习，其中学历生
400余人。2014年首次开展全省高校
留学生教育质量检查。海南侨中、湖南
师大附中、国科园实验学校、三亚外国
语学校等9所中小学开展了留学生教育
工作，现有外国留学生65人。

在出国留学方面，我省通过各种途
径加大选派工作力度。2011年-2015
年仅国家公派出国留学达193人。同

时，还进一步规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
构管理，会同省工商局出台《海南省自费
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与监管
办法》，新增中介机构4家，并开展省外
注册中介机构在琼开展业务备案登记工
作。引导有关机构开展自费出国留学工
作，2011年-2015年派出自费出国留学
生933人。

“走出去”办学势头较好

走出去办学，重点是创建孔子学院/
课堂。目前，有孔子学院2所，分别为海

南大学与安徽师范大学共同与澳大利亚
达尔文大学合作建立孔子学院，海南师
范大学与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合作建设孔
子学院。海南华侨中学与美国佛罗里达
州两所中学共建孔子课堂的申请也获国
家汉办批准。2013年8月海南中学与泰
国暖武里河王中学正式签订校际友好协
议，目前正筹备孔子课堂建设事宜。此
外，公派汉语教师及汉语志愿者派遣稳
步开展。自 2010年至 2014 年共向美
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派出公派汉语教
师32名，向泰国、印尼、菲律宾等12个亚
欧国家派出汉语志愿者教师840名。

随着国家“一带一
路”重大战略的实施和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深入推进，也为海南
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
作开辟了广阔空间。
如何能抢抓机会，向国
际教育舞台拓展发展
空间，是我省教育机构
面临的一个课题。我
省一些有眼光的大学
和中学，已经率先一
步，走出去看世界，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

为进一步加大教
育对外交流的广度和
深度，9月30日省教育
厅在海口举办了2015
年度全省教育外事管
理干部培训班。琼州
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
术学院、海南中学、三
亚加拿大国际外国人
子女学校以及海口市
教育局在培训班上做
了经验介绍。教育周
刊今天刊发相关报道，
希望助力我省教育的
对外开放工作。

海南教育
走出去看世界

记者从2015年海南省外事管理干
部培训班上获悉，今后5年，我省教育对
外开放将抢抓“一带一路”重大机遇，主
动服务国家总体战略。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人文交流。支持更多的教师到境外研
修、培训，开展科研合作交流，提高专业
教学技能和科研水平，参与国际竞争，鼓
励学生利用校际交流、夏令营、冬令营、
海外实习的方式到境外参观学习。

 聘请更多的外籍专业人士到我
省学校任教，从事管理和科研工作，优化
我省教育队伍结构，提升我省教育队伍
的国际化水平。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吸引更
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到琼留学。扩
大省政府奖学金生接收院校及资助名额。
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接收国际学生和港澳
台地区学生，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鼓励
有意到国外留学的青年学子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深造。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办
学。在热带农业、热带医学、酒店旅游业、
海洋产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
的合作办学。与东盟国家合作共同办好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鼓励有条件的院校
走出去与境外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办学，扩
大我省教育机构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

 提高教师队伍准入门槛，高校新
进教师原则上应优先从国外留学人员中
选聘。

 在高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
工程中心中聘用外籍高层次专业人才作
为学科专业带头人，尽快提高学科专业
建设的国际化水平。省教育厅决定从明
年起，实施高等学校“海外名师”项目，每
年资助10名外籍专家学者到我省高校
重点学科及专业任教、从事科研。

 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增强学生国际意识，全面提
高学生国际竞争能力，培养一批非通用
语种和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人才。通过

第二外语、主辅修等方式，试办“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小语种专业，如印尼语、泰
语、阿拉伯语等，培养复合型小语种人
才。

 办好现有孔子学院/课堂，新建
1-2所孔子学院/课堂；做好孔子学院汉
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教师选派工作。

 每年选派一批中、小学校长和幼
儿园长到有关国家和地区进行跟班式培
训。

10 重点支持高校建设一批全英文
教学特色专业、英文授课品牌课程和留
学生校外教学实践基地。

（本报记者 张惠宁）

今后5年海南教育对外开放方向：

2016年起，实施高校“海外名师”项目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您是否认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只是简单的
“外事”工作，如果真这么想，那您“out”了，需要
赶紧更新观念。在2015年全省教育外事管理干
部培训班上，省教育厅副厅长廖清林发言认为，当
前海南教育对外开放存在5个方面突出问题。

一是教育国际化观念和意识有待提高。一些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育国际化的意识还比
较欠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尚未提上议事
日程，对于通过加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当
地、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认识不到位，有些认识还
较片面，或将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简单等同
于“外事”工作，只是停留于单纯的人员交往、外事
接待，而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层次的合作办学、
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对外交流缺乏深度；或是就
外事谈外事，将对外合作与交流看成是外事部门
的事，没有很好地调动各有关部门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大外事”观念尚未完全树立。

二是领导不力、工作机制不健全。目前不少
地方、学校对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重视不够、
领导不力，表现在：未能结合当地、学校事业发展
需要进行系统、长远谋划，将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
工作纳入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致使工
作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机构不健全，不少
地方、学校无相应职能机构，未配置相应工作人
员，或机构编制少、人手紧，无法开展工作；工作人
员业务素质不高、流动性大，不适应对外开放要
求；经费、条件得不到保障，在年度预算中未编制
相应业务活动经费，相应活动场地和教学科研条
件不能满足事业需要；缺乏相应的评估、激励机
制，未将相应工作纳入评估、考核体系。

三是对外交流参与面不够广、形式比较单
一。存在“七多七少”现象：对外交流高校较多，中
小学较少；海口、三亚等大、中城市较多，中西部市
县较少；领导层面较多，师生交流较少；人员互访
交流较多，项目合作较少；出去的较多，请进来的
较少；教学领域的较多，科研方面较少；学校之间
较多，与国际组织、机构及国际大型企业的交流较
少。同时，对外交流合作层次上也存在着“四多四
少”：就是一般性的考察访问较多，有实质内容的
交流较少；吸引短期留学生较多，接受学历教育学
生太少；高职合作项目较多，本科以上合作项目太
少；合作办学项目较多，合作办学机构尚无突破。

四是师资队伍建设滞后。教师队伍中具有留
学背景或海外研修经历的教师少，教师普遍存在
交流语言及心理障碍；许多学校激励措施不力，致
使教师走出去的动力不足，缺乏交流意愿；教师队
伍整体学历层次偏低，高水平、高素质教师少，多
数教师交流能力不足。

五是教育教学改革不能较好地适应新形势。
像一些高校特色学科专业建设特色不够明显，缺
乏核心竞争力；英文授课专业缺乏、英语授课课程
少，教育管理及教师教学方式陈旧，开展合作办
学、发展学历留学生教育比较困难。

观念误区：
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只是“外事”工作？

五大问题待创新

■ 韩小雨

为推动海南与韩国高校的交流合
作，10月初，省教育厅组织8所高校赴
韩国访问，举办“海南高等教育暨留学
海南展”并访问了济州国立大学、汉拿
大学、新罗大学、釜山科技大学等4所韩
国高校，签订了8份合作备忘录。访问
期间，韩国民众对华的友好，韩国高校
对加强与海南高校交流合作的热情以
及韩国高度普及、体系完备的高等教育
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普及化的韩国高等教育

由于经历二战、朝鲜战争等磨难，
1977年韩国18-22岁的青年中能够接
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还不足5％，为通过
发展教育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韩国政
府以“教育立国”为基本国策，仅用30年
时间，就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
入普及化阶段。目前韩国适龄青年已
有80%以上能够升入大学，高等教育入
学率居于世界前列。韩国现有360所大
学，主要包括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大学
（university）和以专科教育为主的学院
（college），与我国的专科院校不同，韩
国的学院也可以培养本科生、甚至硕士
和博士（巧匠型学位），因此，韩国学院
与大学的最主要区别并不在于所颁发
的学位层次，而在于学院主要以职业教
育、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为主要目的。

私立高校为主的办学体制

韩国高校的主体是私立高校，占比
高达80-90%，很多著名大学如高丽大
学、延世大学等都是私立高校，我们此
行考察的四所大学中新罗大学、汉拿大
学和釜山科技大学等三所也是私立高
校。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就
颁布了《私立学校法》，号召财团、企业
投资办教育，私立高校是韩国高等普及
化的主要推动力量。韩国的私立学校
与私立医院、社会福利机构等一样，都
是非营利性质的，办学者都是具有相当
财力的企业家或者财团，办学目的主要
是回馈社会和增加社会影响力，并不以
营利为目的。韩国政府对私立高校的
支持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设立各类
项目，通过项目评估的高校即可获得政
府财政投入，如新罗大学获韩国教育部

评估为本科教育优秀11强大学后每年
得到30亿元韩元支持，汉拿大学纳入

“世界高水平学院”计划后每年能争取
到100多亿韩元财政资金；二是韩国政
府为所有教育质量评估为合格即C级以
上的私立高校分担一半的学费。为确
保私立高校非营利性，韩国教育部每年
都会对私立高校财务管理进行严格审
查，如果发现办学者从中获利，就构成
犯罪，甚至入刑。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设计

我们此行考察的四所高校环境优
美宜人，校内各种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
设备非常完善，处处都能体现为学生考
虑的设计理念。从韩国高校把学生宿
舍作为我们参观的第一站就能看出学
校对学生就学体验的重视程度，学生宿
舍不仅十分干净整洁，每间宿舍都配置

空调、地暖、独立卫浴、电话，每一层还
设置自习教室、洗衣房、电脑室、交流
室、健身房等。在学校的宣传片中，重
点介绍的也是学生入读学校将得到的
各种教育、职业培训、就业机会、导师制
等支持。韩国高校尤其是职业类院校
在学生实训设施设备上投入很大，我们
参观的学校拥有医院、幼儿园、化妆品
工厂、高尔夫球场、马场、游艇码头等，
为学生的实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韩国
高校在教学过程中就很注重实训式的
学习，例如汉拿大学的附属幼儿园共四
层，第1-2层是幼儿教室，第3-4层则
是专门提供给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学习
的教室，学生平时就在幼儿园里观察、
实习。在釜山科技大学的护理系，教室
都设计为前半部分上课，后半部分就是
仿真的病房、重症监护室、新生儿监护
室、手术室等，还配置有多个价值数十
万元人民币的高仿真人体教具。

在危机中寻求突破的
韩国高等教育

由于韩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高等教
育发展过快等原因，韩国高校面临着生
源危机，在考察中，釜山科技大学的负
责人告诉我们，目前韩国大学的规模总
计为 60 万人，然而根据人口预测到
2018年，韩国高中生毕业生才42万人，
将造成近20万人的缺口，一些大学将面
临倒闭的危机。而且韩国有经济能力
的老百姓更倾向于将孩子送到欧美等
国家留学，造成韩国存在着留学教育逆

差（2004年韩国赴海外留学生人数高达
21万，占韩国学生总数的5.4%，到韩国
留学的外国学生则仅占韩国学生总数
的0.22%）。为了应对生源危机，韩国政
府采取了三种措施：一是通过质量评估
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对所有大学进行质
量评估，结果分为ABCDE五个等级，C
级以上为合格，D级学校要进行整改，政
府停止所有财政支持，整改后评估如仍
不合格，就视为E级，评定为E级的学校
立即停止招生，调整为面向成人和社区
的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类机构；二是加
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升高校的国际竞
争力，设立培育“世界高水平大学/学院”
计划，为纳入计划的高校投入大量财政
资金支持，引导各高校调整压缩系部和
专业，要求学校每一个系部、专业都要
精品化、特色化，不能像“百货商店多而
不精”；三是启动留学韩国计划，通过吸
引留学生解决生源危机，韩国计划到
2023年招收20万名外国留学生，2015
年已达到9万名（其中60%左右来自中
国）。为此，韩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经费，
各高校也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给予留
学生学费折扣，政府、学校、各类财团还
设置了众多留学生奖学金项目，降低留
学生赴韩学习的费用。韩国教育部还
对各高校开展外国留学生服务管理评
估，排名在最后5%的高校被列入黑名
单，给予收紧签证审批、严格材料审查、
限期整改等处理，表彰排名前5%的大
学，给予500亿韩元以上的财政支持，以
此加强留学教育管理，提高韩国留学教
育的质量和声誉。

高度发达又充满危机感的韩国高等教育域外传真
JY

海师师范生“大迁徙”

747名学生
前往10县市支教

本报讯（实习生钟圆圆）10月12日上午，海
南师范大学2012级师范生们在寒风细雨之中背
着行囊走上了迎面驶来的巴士，今天是他们去海
南各市县顶岗支教的日子。

当笔者来到学生集合地点时，那里早已人声
鼎沸，被寒风冻得瑟瑟发抖的学生们难掩内心的
激动与不舍。“我没去过琼中，听说那里有很多的
少数民族，我还特意查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不过想
赶上黎族‘三月三’怕是没什么希望了。”12政治
教育班的陈贵梅笑着说道，为了这一次的顶岗支
教她可谓做足了功课，“这一次是去给初二的学生
教课，书本已经看熟了也做了很多题目，目前那边
的老师已经讲到第四单元了。”而与同她专业的聂
锦华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上课用的PPT，当笔者问
他是否确定学校能使用多媒体教学时，他脸红了
起来：“不能用也没关系，到时候我还会写教案
呢。”在巴士离开前夕，不少学生与前来送别的老
师、同学合影，场面十分温馨。

据记者了解，海师每一年的“顶岗支教活动”
包括了“双五百”人才工程项目和“国培置换”项
目，它们分别于2006年、2010年开始实施。今年
有747位师范生前往海南省的10个市县的127
所中学承担教学任务。这种采用两个师范生接替
一个中学老师的“顶岗支教”模式，为大量教师创
造了外出培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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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南教师支教的泰国朝阳公立学校的学生在学写汉字。 林芳 摄

海师学生10月12日开赴市县顶岗支教。
钟圆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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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南）”成立；1400名留学生在我省高校学习；

近几年向多国派出近900名汉语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