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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派研究生项目今年起不再实施

业内人士建议学生可多关注高校提供的奖学金信息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从即日起至 1 月 15 日，2019 年国家

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

目已开始申报。早前，国家留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发公告称， 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

项目自 2019 年起不再实施。 对此，业内

人士分析认为， 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的

人数占比并不高， 而学生申请国外高校

奖学金的渠道很多， 除政府提供的奖学

金外，高校自身也提供奖学金，建议学生

多关注高校官网等渠道了解。

公派留学项目以博士生居多

据了解， 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

主要选派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和联合培

养硕士研究生两类， 由国家留学基金委

员会资助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及奖学金生

活费， 攻读硕士学位人员可申请学费资

助。 因为奖金丰厚， 受到准留学生的青

睐。取消该项目后，目前国家公派留学项

目主要包含：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

博士后、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

合培养博士生、 赴国外攻读学士学位本

科生、本科插班生等类别。

根据 2018 年官方计划派选数据来

看，共计划选派国家公派留学人员 32300

名， 其中国家公派硕士研究生项目 800

人，仅占据总比的 2.5%。 记者梳理发现，

近三年来，面向的选派人群中，博士生居

多，以 2018 年为例，国家留学共计划选

派了 9500 名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及

高级研究学者。

新东方前途出国相关负责人表示，

硕士项目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体系中，

一般为过渡性质。在国外，立志于从事科

学研究的学生一般会选择本科毕业后博

硕连读或直接开始攻读博士项目。 因此

取消公派硕士研究生的初衷， 有可能是

优化资源配置， 将资源集中应用于资助

博士或更高学术阶段的留学生， 帮助他

们取得更高的科研成就。

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有“窍门”

事实上， 能够获得国家留基委所提

供的公派奖学金的还是少数， 绝大部分

的出国留学人员都是自费。 琥珀教育广

州公司总经理何楚刚表示， 除了公派留

学奖学金外， 学生还可选择申请国外大

学奖学金。 很多国外大学都为中国学子

们提供了奖学金，例如英国自 2017 年启

动非凡英国奖学金计划， 面向正在或计

划申请英国研究生(授课类或研究类) 或

以上学位课程的中国学生。以 2018 年非

凡奖学金为例，

共提供 55 个奖

学金名额， 总额

超过 60 万英镑，

单笔奖金最低额

度为 1 万英镑 ，

有 24 所英国高

校参与该计划。

据介绍， 国外大学奖学金主要分为

两类：一是无条件奖学金。无条件奖学金

一般会授予学术和科研能力杰出的在读

学生或即将入读的学生， 学院一般会免

去学生研究生学习期间

（

2~5

年）

全部学

费并支付学生一定的生活费。 二是有条

件奖学金， 指学生在学习期间帮助学院

承担部分工作， 作为回报学院免去学生

部分或全部学费并支付生活费， 是中国

学生获得奖学金的主要途径。 其中包括

科研助理奖学金和教学助理奖学金。 科

研助理是学生在读书期间要辅助教授进

行相应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 教学助

理奖学金申请则是需要学生或学生导师

每个学期帮忙申请， 要求学生承担本科

生或初级研究生课程的教研和教务活

动。

申请国外大学奖学金时，有哪些“窍

门”呢？首先，较高的 GPA 及标准化分数

会在申请过程中拥有更多优势。 其次还

需要同学们学会通过邮件主动与相关教

授“套磁”，在邮件往来中不仅能够更加

清晰的定位适合自己的学院与专业，还

能够大大增加申请奖学金的概率。同时，

灵活运用起自己的科研背景和研究潜力

在撰写文书上好好下功夫， 也会对争取

奖学金有帮助。

信息时报讯（记者 徐珊

珊）

孩子们登上舞台， 用流

利的英语表演经典戏剧、给

电影配音， 还念起了古诗

《春晓》、 诵起了 《再别康

桥》。 日前， “树童英语主

播秀” 总决选开始， 32名选

手从2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角逐

小主播的桂冠。

“Mirror, mirror, who is

the most beautiful in the

world？” 初赛时，来自水荫路

小学的 Vivian 扮演“白雪公

主”一角，让人忍俊不禁。 虽

然是 8 岁的孩子， 但是“入

戏”颇深，不光发音标准台词

到位，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

是个十足的“小戏精”。 决赛

最精彩的莫过于电影配音和

公开演讲， 来自体育东路小

学的选手、 10 岁学生宝琪为

儿童历险电影 《圆梦巨人》

配音并主题演讲， 其流畅的

英语表达和自信的“台风”

让不少现场观众啧啧称奇，

感叹小学生说英语比大人溜

多了。

简讯———

32名“小戏精”

角逐小主播桂冠

信息时报讯（记者 徐珊

珊）

近日，2018“桂山杯”大

学生海岛微电影节颁奖典礼

在珠海落幕。 本届微电影节

由珠海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

管委会指导、 珠海市桂山镇

人民政府主办，自去年 10 月

份启动，从报名海选、高校巡

回宣讲、海岛作品创作、到晋

级拉票角逐等阶段， 全程历

时三个月。据悉，本届微电影

节共设置近 10 万元的丰厚

奖金和十大类奖项，共有 22

部优秀作品进入奖项角逐。

其中《拾味》《你的岛》

《潮起潮落》分别夺得“最佳

微电影”金奖、银奖、铜奖；王

子欣、刘湘然凭借《拾味》获

得“最佳剧本”金奖；戴子杰

凭借《潮起潮落》获得“最佳

导演”奖；赵天予凭借《子非

鱼》获得“最佳男演员”奖；郭

柳诗凭借《珍贵》获得“最佳

女演员”奖；“最佳人气”奖由

《阳城汐上》 获得；“最佳摄

影”奖由 LOOK 工作室获得

金奖；“最佳创意”奖项由《桂

山攻略》摘得。

“桂山杯”微电影

节颁奖典礼落幕

留学知多D

留学加拿大，四种途径可申请永久居民

根据加拿大移民部宣布的新三年（2019~2021年度）移民配额计划， 2019年为 33.08

万人，2020年为 34.1万人，2021年为 35万人，三年计划吸纳移民总数为 102.18万人。

留学生作为加拿大希望吸引的重要群体，有多种途径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加拿大完成 2 年以上的本科学位或

文凭课程， 或 1 年以上的硕士学位或研

究生证书课程。 留学生毕业后，可以申请

1~3 年毕业生工作许可（PGWP），在加拿

大工作。 拥有 1 年以上加拿大国家职业

标准 NOC 的 0/A/B（即管理职位、专业

职位或技术职位） 任意一类工作经验，

即可通过快速通道 （简称EE） 申请。 申

请后加拿大移民局会定期通过CRS系统

对申请者的背景进行打分， 按分数高低

顺序， 邀请得分最高的一批人递交移民

申请。

途径

1

：联邦移民快速通道

EE

该省大学本科学位/大学硕士学位/

学院文凭/学院研究生证书。 1.毕业后在

该省获得全职且长期有效的工作， 职业

符合 NOC 的 0/A/B 类别， 部分省份要

求 6~12 个月工作经验，语言成绩满足要

求，即可申请移民。 2.安省硕士或博士毕

业生、BC 省理工专业硕士或博士毕业

生、曼省 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

学） 专业硕士或博士毕业生， 无需工作

offer 及工作经验，即可申请移民。

途径

2

：热门省提名计划

PNP

留学生在魁北克省完成 1800学时以

上的职业学习文凭DEP， 或专科学习文凭

DEC，或学位课程，且法语达到 B2 水平。

无需工作经验即可申请 PEQ 移民。

途径

3

：魁北克经验类移民

PEQ

留学生在新斯科舍省、 新布伦瑞克

省 、纽芬兰省 、爱德华王子岛省的公

立院校（学院或大学）完成 2 年以上

的学位，或文凭、证书课程。 获得四省

雇主的全职 Offer，工作需符合 NOC 的

0/A/B/C 类别，无需工作经验，即可申请

移民。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途径

4

：四省移民项目

A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