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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

留学情报

近段时间， 不少海外大学已经纷

纷开学，无论是读语言课程、预科还是

大一， 大多数学生已经规划好了自己

未来的海外升学之路，但是，还有一批

学生还没有选到适合自己的项目。本

周由四川大学出国留学预备学院《中

美名校1+ 3联合培养项目》 举办的加

州大学招生会， 适合这些同学们前去

参加。

四川大学 《中美名校1+ 3联合培

养计划》 主任周教授说：“对于现在

才申请今年秋季留学美国的同学，有

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直接去美国

大学的语言中心学习英语（ESL）,�过

关后进入本科学习，这样可以立刻进

入美国大学校园，融入美国的学习和

生活中。不足之处是，留学费用和时

间成本大大增加。但是对于一般工薪

家庭、英文基础很薄弱、自理能力很

差的学生，选择国内的预科项目就更

加适合。”

四川大学 《中美名校1+ 3联合培

养计划》为学生在国内安排了一年的

时间强化语言能力，培养独立生活能

力、 学习美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

掌握美国大学学习方法，同时完成美

国大学数门可转移的学分课程。顺利

毕业的学生不仅可以到美国大学继

续本科学习，在国内一年的大学学分

课程最多可以转换成30个美国大学

学分。

本周六（8月25日）下午2:30，在

四川大学出国留学预备学院， 举行

“美国大学2012年秋季入学直招活

动”， 由同中国教育部合作多年的加

州州立大学（C SU �SB）的特别代表，

将现场讲解加州的大学体系、招生程

序和录取标准，现场报名、现场测试、

现场申请、现场知道结果！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很多想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都非

常关注每年度H - 1B（工作签证）的申请进

度，美中国际职业中心美国负责人D ax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H - 1B的申请与受理进度与

美国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D ax近日从美国移民局网6月12日公

布的信息了解到，2013财政年度的美国硕

士以上学位的2万个H - 1B名额已经在6月7

日被全部申请。属于本科毕业生的65,000个

名额也已经在2012年6月11日额满。“这个

消息一方面表明美国的经济有复苏的迹

象， 愿意给国际学生提供工作担保的雇主

增多，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还在找工作的同

学来说就不怎么有利了， 因为就算后期有

雇主愿意办理工作签证， 却会因为没有名

额而处于尴尬状态。”

获得好工作 简历包装很重要

D ax认为，获得一份好的工作，个人的

背景与简历的包装都至关重要。 美中国际

首届实习安置服务里有不少这样的案例，

刚获得全美排名前百大学频射无线电工程

硕士学位的李同学， 读书期间G PA达到

3.57，在校期间他还担任过助研工作，有比

较丰富的专业研究背景。 目前射频工程师

也是一个比较稀缺的人才， 但是在李同学

的求职初期， 他曾经在一天之内向10家公

司投递了简历，但却没有一次面试机会。接

到这个案例，D ax认为，他的症结出在简历

上面，D ax带领团队每天与学生通话，探

讨、挖掘学生经历的亮点，指导学生一一修

改，让每个细节尽可能的完美。李同学最后

成功拿到年薪约6.5万美元的工作，并且公

司已经开始着手帮他办理工作签证。

今年6月在美国凤凰城举行的 “美中

国际首届美国职场文化课”上，D ax发现中

国学生求职有着非常严重的“名企情结”。

参加课程的赵同学告诉D ax, 本科期间,他

花了不少时间参加各种国际性的商业会

议。虽然获得了一家大型公司实习机会，但

赵同学发现， 实习期间他能接触的都是最

表层的基本业务， 始终体会不到美国公司

和中国公司到底有哪里不同。

小公司里学习机会更多

D ax认为， 对于处于正在学习和上升

阶段的年轻人来说，进大公司实习，表面上

听起来感觉还不错， 但实际上做的基本也

就是制作名片，打印复印，核对数据这种最

基本的工作， 能接触到核心业务的机会几

乎为0，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而小公司

则不同，它们希望员工会得越多越好。这样

一来， 实习生不仅能对于公司的结构和运

作方式能有个大致的全局观， 而且有更多

的机会接触到公司的核心业务， 学到更多

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实践操作， 也能够更快

地意识到自己还缺什么。 这对于以后的长

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转学申请要趁早

大一大二最理想

一般来说， 春季留学中转学的学生占

了大部分。“转学也要看时间， 国内大一、

大二的学生最适合选择转学。” 朱老师告

诉记者，美国大部分院校在接受转学生时，

最多只转两年的学分， 也就是说转学生最

少要在国外录取学校读两年才能获得该校

的文凭。大三以后转学就要浪费一些学分。

还有一些学校规定大四不能转学。 而国内

外大学的课程设置不同， 转学后会失去一

部分的基础学科的学分， 所以越早转学浪

费的时间越少。

对于大一就有计划的学生， 朱老师建

议从9月开始申请，在争取学校录取的同时

把自己的英语进行集中的强化， 最好在12

月前考到托福80分或者雅思6分，“这个分

数可以帮学生免掉80%的语言课程，可以让

学生尽快开始真正的专业课学习”。而很多

同学关心的转学是否需要提供SA T成绩的

问题，朱老师说：“美国大部分学校规定，在

入读新学校前要修满30学分或60学分以上

就可免SA T 。所以大一、大二转学的学生仍

然有机会申请美国排名很靠前的学校。”

大专学生可入读海外名校

获得本科学位

春季申请的另外一个比例很大的学生群

就是国内的专科毕业生， 对于这类学生来

说，目前国内直接升本相对困难，所以选择

海外升学，通过学分认证的方式，继续完成

本科学业拿到学位，是最理想的方式。专科

的学生只要提供详细的自己所学科目详细

描述，学时、学分随其他申请材料一并提供

给申请的学校，学校由专业机构评审后，最

后决定最终能转换的学分。

而在专科学生海外继续升读本科的同

时， 这批学生同样可以选择更换另外专业

继续攻读。朱老师告诉记者，许多美国大学

认为，学生在大一、大二期间可能还不能完

全确认自己真正感兴趣或将来要从事的专

业， 所以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

择不同的科目学习。“许多美国学生甚至

到了大三才会最终确认自己想以什么专业

毕业”。但是从时间来考虑，朱老师也提醒

这类同学， 因为每个专业的基础课程要求

略有不同，如果读完专科选择转专业，美国

学校要求补学分的科目会更多， 毕业的时

间也会有所推迟。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每年九到十月是准备赴美留学的

学子们选校的季节， 大学排名受到广

泛关注。 然而美国院校排行的榜单数

量繁多、分类复杂，许多学子与家长也

因此面临着选择难题： 究竟哪一份榜

单最权威可信？ 又要如何才能更好读

懂并合理利用排名来选校， 而不是被

榜单数字误导、落入选校误区？

哪个榜单最权威？

美国有多个机构对大学进行排

名，如《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简称

U .S.N ew s排行榜）、《普林斯顿评

论》、《商业周刊》、《福布斯》等。华樱

出国留学专家指出： 各大榜单的区别

主要在于各自参考的角度与依据不

同。如《U .S.�N ew s排行榜》参考了学

校声誉、录取率、师资、校友反馈、同行

评价等十几个方面， 是众多榜单中最

全面、客观、也流传最广的一份，一般

国内学子在选校时都会以这份榜单作

为参考依据。

择校要把排行榜倒着看？

许多学生与家长在择校时往往会

先从榜单首位开始向下查看，“名校情

结”让他们抛开自身情况，最终不但浪

费了宝贵时间， 也没能选择到适合自

己的学校。 华樱出国美国留学专家罗

老师则建议大家不妨从下往上读排

行：

首先在100至80名中寻找院校，研

究它们的录取要求、专业设置、奖学金

等；接下来再看80至60名左右的院校，

以此类推。 这样做的目的是先确定自

己的保底院校，心里“有底了”再开始

向上看， 而高排名院校便是对自己的

奖励。这样既保证了“保底”院校，又

可以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来冲刺目标

院校。

罗老师特别提醒各位学子：这并

非小看你的能力，而是要你对自己的

留学前途负责。此外，对于准备申请

研究生的同学，则建议重点参考专业

排名。

据悉，今年9月中旬，《U .S.�N ew s

排行榜》将公布2013年度最新榜单。届

时招商银行将携手华樱出国， 第一时

间邀请美国官方官员解读最新排名，

传授选校秘笈，分享麻省理工、康奈尔

大学等顶尖名校的成功申请案例。如

果同学们对如何选校存在疑问， 或者

希望找到利用排行榜选校的方法，

不妨在9月22日上午10点前往光华

仁和春天A座9楼华樱出国聆听讲

座， 到场还可获得华樱出国独家发

布的《U .S.�N ew s完全使用手册》

一份。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留美学生海外就业

经历 简历 经验缺一不可

转学美国 从大一开始准备

国内的大学即将开学，从往年的经

验来看，开学后半年会出现一波转学的

小高潮，新通教育成都公司资深留学顾

问朱蕾西老师认为，选择申请春季留学

的学生一般包括，因为高考分数不理想

未能进入理想大学，或者在选择专业前

没有进行充分了解，以及因为在国内是

专科学生升本困难无法继续升学等各

种原因的学生。根据不同学生的背景和

学习需求，朱老师凭借多年经验，给大

家的春季留学提前支了几招。

留学生如何成功在美国就业

讲座人：美中国际职业中心美国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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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机会 面试加州大学

如何利用美国大学排名选校？

招 商 银 行 出 国 金 融 专 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