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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急需培养一批
精通相关国家语言、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
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海南高等教育责无
旁贷。省教育厅厅长曹献坤说：“必须在学
校布局、教育结构、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深
刻的调整，实现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新
突破。”

高校国际合作与交流
领导机制须重构

3月18日，省教育厅召开海南高等教育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专题会，特别要求各高
校的党政主要领导参加。曹献坤指出：“全
省高校要树立党政主要领导为国际合作与
交流‘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建立由党政主要
领导负责、分管领导主抓、相关部门和院系
配合的领导工作机制，解决认识不足、重视
不够的难题。”

分管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省教育厅副厅
长廖清林说：“海南高校不能因为是地方高
校，目前办学实力不够强而被动应付。应增
强主动服务意识，积极迎接挑战，主动布局，
科学规划。”

给予特别扶持政策
办好小语种专业

小语种人才是“一带一路”的急需人才，
但目前人才匮乏成为影响战略实施的瓶
颈。海南高校要设置与我省参与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相适应的小语种专业，服务企业
走出去。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风俗、
宗教信仰等不同，海南大学老师李倩说：“通
过小语种专业，培养通晓‘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风土人情的人才，可促进民心相通，利于海
南企业走出去。”

小语种专业经济效益低、成本高、不赚
钱，需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哄而上。海南大
学教授金山说：“对各小语种要科学合理地
规划布局，建议海南各高校分散开设小语种
专业。对开设小语种专业的院校进行补
贴。”

海南大学副校长傅国华说：“发达国家能
够教授的语言多达100多种。建议小语种教
育纳入海南高校语言教育的主要内容。”

鼓励结合产业发展
调整学科结构

海南高校必须从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人
才需求出发，优化类型、学科、层次等结构，提
高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贡献率。

目前海南不少高校重发达国家、轻发展
中国家，重请进来、轻走出去，重领导访问、轻
教师交流，重短期利益、轻长远效益。廖清林
说：“高校须树立‘大外事’的理念，引进优质
教育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傅国华说：“对于国外高水平大学进入
海南合作办学不设杠杆，促进优质教育资
源、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在海南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海南大学老师邵鹏鸣博士说：“海南各高
校不同学科应交叉融合，开发跨专业的‘一带
一路’学科。”

谈及如何为企业培养对口的人才，海
南师范大学老师田建强说：“建立校企合
作、政企合作、校政合作等三方联合培养模
式。”

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
来琼留学

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子到海
南高校学习，必须多措并举。政府须完善奖
学金、在校期间实习打工与毕业后的就业、居
留等配套政策。

廖清林说：“吸引、招收更多的国际学
生，是扩大我省高校国际影响力，弥补当前
部分高校招生计划紧张、生源不足的一个重
要途径。”

海外的海南乡亲及其后裔有320万余
人。海南广播电视大学老师邓春说：“海南各
高校可充分利于这一优势招收留学生，借以
推动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合
作。”

海南医学院留学生招生规模呈现阶梯式
扩大趋势，老师张帆说：“迫切需要提高留学
生教育质量，达到国际认可一流水平，才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吸引力。”
（本报海口3月28日讯）

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急需精通相关国家语言、熟悉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人才，我省教育系统面临机遇和挑战——

培养国际化人才,海南如何破局

“十三五”期间，海南将全
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急需培养一批精通相关国家
语言、熟悉国际规则的国际化
人才。

当下，海南高校面临新的
机遇和挑战。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等海南高校不断探索开
拓国际化办学领域，寻求培养
国际化人才的新途径。但海
南高校国际化办学也面临诸
多困境，如，高校国际化意识
不强、国际化办学水平低、学
科专业不健全、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相关的小语种尚未
开设、国际学生总体规模小
等，我省培养国际化人才亟待
破局。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走出去”，
今年将有大动作。目前，海南高校
没有一家“走出去”在国外办汉学
院，今年将有突破。魏晶告诉记者，
学院将是海南第一家在国外办汉学

院的高校，今年与缅甸仰光外国语
大学、印度尼西亚万隆旅游学院合
办汉学院。“每所汉学院都是一个和
国外文化、经济交流和合作的好平
台，不仅仅是教几个汉语学生，更多

的是宣传中华文明、历史、哲学、文
化，把国外多种优质资源引进来，把
师生派出去，促进多文化交流与合
作。”

魏晶透露，学院正与越南芽庄
大学共建学生海外实训基地，协助
海南企业开拓海外市场，为学生搭
建创新创业的平台。

突破：海南高校将在国外办第一家汉学院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开拓国际化办
学不是孤例，海南很多高校都在探
索。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海南高
校国际化办学面临的困境：国际化水
平低，不能适应海南对外发展人才需
求的问题日益突出。

难题1：服务“一带一
路”战略意识不强

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张
超剖析海南高校国际化进程中的弊端
时说道：“高校国际化意识不强，缺乏
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主动服务意愿较
弱。”

海南不少高校还停留于建校区、
盖新楼等外延式发展阶段，强内涵、创
特色、国际化等深层次问题没有足够
重视。在国际化方面，有的高校无专
门机构、无专职人员、无专项经费，停
留于迎来送往阶段。不少高校将推进

“一带一路”战略看成是政府、企业的
事，与高校关系不大。有的高校封闭
办学、因循保守、不思进取。这些都极
大地制约了海南高校服务“一带一路”
战略的能力。

有的高校兴趣主要放在招收留学
生方面，对于其他需要付出较多、收益
不明显的，如中外合作办学、配合企业
发展“走出去”等不够重视。对于从服
务国家及我省发展战略高度，主动调
整服务方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
学科专业建设，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服
务能力，则考虑很少。

难题2：学科设置对产
业发展的支撑力不足

2015 年底，海南境外投资企业
151个，分布在45个国家和地区，“十
二五”期间，海南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
达到45.3亿元。“十三五”时期，海南将
有更多企业“走出去”。

海南高校在学科专业类别、办学
层次、人才培养规格等方面，不能很好
地与“一带一路”战略人才需求相匹
配，办学层次偏低，学科专业不健全，
特别是与高新技术相关的学科专业紧
缺。张超说：“需要通过海南高校结构
调整，特色发展，质量提升的路径逐步
解决。”

海南大学老师唐建荣说：“部分学
科和专业设置覆盖面不够，对产业发
展的支撑力不足。”在海洋生态与环
境、海洋能源等方面，海南高校几乎没
有涉及。部分专业培养规模偏小，海
南每年培养农业博士约25人，但市场
需求量为138人，缺口非常大。

难题3：尚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小语种专业

“一带一路”战略覆盖的中亚、东
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的官方语言超
过40种，我国2013年高校招生的语种
只覆盖其中20种。海南高校状况比全
国的更差，18所高校开设的外语多为
英、日、俄等，仅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开设德、法、韩、西、葡等小语种，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小语种海南
尚未开设。这种状况显然与国家战略
和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要求不相称，
很难满足“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需
求。

海南大学教授金山说：“小语种专
业一般是学生入学前的基础为零，学
校不得不给予倾斜政策，允许其开设
更多课程，学分数和学时数多于英语，
存在经济效益低、甚至入不敷出状
况。”高投入低产出，使很多海南高校
对小语种望而却步。

难题4：国际学生总体
规模小、层次低

海南高校国际学生总体规模小、
层次低，学历生少，与我省对外开放形
势不相称。目前全省18所普通高校
中，具有招收留学生资质的高校13所，
实际招收留学生的高校仅11所，尚有
6 所高校未开展留学生教育工作。
2015年，全省高校有来自五大洲的留
学生2300余人，其中学历生600余人。

海南高校面向欧美发达国家多，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少。海南师
范大学老师种海峰说：“大多数人认
为，国际化教育面向对象应是西欧发
达国家，这就把不发达国家排除在
外。这种狭隘观念需要扭转。”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老师罗静静
说：“需要面向东南亚做好留学生招收
推介。”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试水“国际化” 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高校难题

高校须从四方面
提升国际化水平

■ 本报记者 刘 袭 郭景水

3 月的三亚，国际色彩浓郁。
首次澜湄合作机制领导人会议在此
召开，中国和泰国、越南、柬埔寨、缅
甸、老挝等国家的领导人牵手合作。

地处三亚的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同样颇具“国际范”。
3月26日是周末，但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魏晶却
忙个不停。该学院与1538年成立的
世界名校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签约合

作办学。学院与马尔代夫Antrac
Holding公司和Holiday Home公
司签约合作，共建船员培训中心，学生
在马尔代夫培训合格后，可以拿到马
尔代夫的业界证书，全世界通用。

魏晶是博士、教授，求学、工作
和游历过30多个国家，是海南省
2008年从山东大学引进的人才。
她刚来时，全校仅一个外教，国际合
作与交流一片空白。

8年后的今天，全省4所本科大
学中最年轻的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在国际化办学、培养国际化人才方
面异军突起。她说：“学院对外合作

办学，由点对点变成了点对线，目前
合作的外国大学连成线，遍布五大
洲。”学院先后与五大洲的高校合作
交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
教育合作交流协议43份，主持承办
教育部、外交部主办的国际论坛、国
际研讨会10余场，接待和参加国
际、国内合作交流会议100多次。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党委书记韦

勇提出“办国际化开放型特色鲜明
的应用型本科大学”的理念，确定学
校主要发展方向：海洋、旅游、生态、
民族。与别的高校副校长分管国际
合作交流不同，他直接分管。

现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国际
化办学成果初显：学校拥有教育部
教育援外基地、上海合作组织大学
区域学中方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青
少年活动中心（海南）三亚基地、教
育部外交部中国-东盟教育培训中
心等多个国际交流平台。

理念：办国际化开放型的本科大学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中奥学院
2013年开始招生，但记者在学院没
有见到一个第一届的学生。询问中
奥学院院长黄学彬是何缘故，他说：

“中奥学院沿用奥地利的办学体制，
学生大三下学期全部实习。第一届
学生正巧读大三，全部实习去了。”

中奥学院创办过程不寻常。这
是魏晶来海南后，推动的第一个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从2009年开始运作，
到2012年获得教育部的批准，2013
年招生，历时4年。艰难辛苦难免，

但魏晶觉得值，她说：“这是海南省第
一个中外合作本科教育项目。”也是
奥地利的大学旅游专业在中国唯一
的合作项目。奥地利IMC应用技术
大学在奥地利应用型大学中排名第
一，旅游休闲管理是其最好的专业。

“奥地利整个国家都是景区。IMC大
学培养的旅游人才，全世界都欢迎。”

中奥学院第一届学生的实习格
外引人注目。迪拜的七星级帆船酒
店来三亚招聘7个实习生，80多人
应聘，中奥学院的陈梦龙等3名学

生成功获聘，今年春节前飞赴迪拜，
开始为期7个月的实习。其他学生
都在三亚的五星级酒店实习，不是
做服务生，而是人力资源助理、大堂
主管、主厨翻译等。黄学彬说：“学
生受欢迎是因为英语好，学得很专
业。学生大一时英语必须考过雅思
5.5分。学生也可到奥地利实习，毕
业后在世界各地的星级酒店就业，
就业一步到位国际化。”

去年3月，参加博鳌亚洲论坛
年会的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
特地到三亚见证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与奥地利IMC应用技术大学合作
培养硕士生的签约。

合作：落地海南首个中外合作本科项目

魏晶最近的得意之笔，是与旅
德海洋大气学者联合会共建中德热
带海洋海岛科学中心，一次引进9
名留德海洋类专业的博士、博士后，
其中8人落户成为教职工、1人每年
阶段性在学院工作。魏晶说：“这个
优秀的团队，对学校由综合性大学
转成海洋类大学后的发展，将发挥
积极作用。他们的研究将填补南海
研究的空白。”这个团队领头人张旭
博士年纪轻轻，却在世界公认的顶

尖权威学术期刊《Nature》发表过
论文。“他看中我们学校的发展潜力
和诚意，看中海南的海洋生态环
境。”

继中奥学院之后，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与五大洲的合作院校双向交
流，引进世界优质教育资源，大力培
养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具有
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国际人才。魏晶
说：“引进美国斯坦福大学王素文教
授团队，创建海洋观测研究所。与

希腊国家港口实验室主任、国家技
术大学谈妥合作，为我校邮轮游艇
专业提供资源和资金。”与德国不莱
梅大学、哥廷根大学、乌克兰马卡洛
夫船舶大学等共建专业课程，均在
实施之中。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不断深入。
魏晶告诉记者，该学院正与泰国、马
来西亚、菲律宾的高校合作，今年共
建泰语、马来语、菲律宾语等小语种
专业。近几年已经派出340多名学
生做交换生，去吉尔吉斯斯坦、乌克
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引进：从德国招入9名博士和博士后

23岁的艾乐来自乌兹别克斯
坦，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2014级留
学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不喜
欢冷，我喜欢热带，喜欢大海。”每个
周末他都骑电动车到大东海去游
玩。他在大东海游玩时，常遇见故
乡来的游客。“我毕业后想留在三亚
工作，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旅游
合作、贸易发展机会很多。”

从2009年起，海南热带海洋学

院开始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招
收留学生，学校现有来自非洲、亚
洲、美洲、欧洲的留学生共98名，其
中越南、佛得角、哈萨克斯坦等“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共91人。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先后培养
来自东盟国家留学生154人。部
分留学生回国后，已在政府部门从
事对华事务工作，成为中国和“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

的使者。
21岁的马来西亚华裔少女蔡

芯华，是2013级留学生。“我是全家
讲中文最差的，父母亲在家都讲中
文。他们希望我学好中文，要我到
中国来留学。”

魏晶说，今年商定招收老挝、泰
国、缅甸等9个东南亚国家留学生
90人，以及巴基斯坦20人、科摩罗
20人，将于9月入校。争取成为“中
国政府奖学金”生接受单位，到
2020年留学生人数达1000人。

交融：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91人

核心提示

样本 瓶颈

对策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非洲学员在演讲。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外教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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