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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游学 想说爱你不容易
暑假境外游学热背后的冷思考
万先生的儿子9月开学后将在某民办小
学读五年级。孩子去年暑假就参加了境外游
学团。早在去年春节后开学不久，
班主任就
在微信家长群里转发了一条境外游学的项目
推荐，
目的地加拿大，
10天费用近3万元。万
■本报记者 吴燕
先生让儿子第一时间报了名。那一批成行的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国际名校，
被中
同学中，
仅他儿子所在的班级就有约 10 人。
国学生的游学团“包围”；月薪 3 万元的家 “迟早要去的，
不如早点去。
”
万先生说，
这所
长撑不起孩子暑假一个月的教育消费……
民办小学的毕业生大部分都会有境外游学的
暑期过半，几个关于境外游学的帖子在微
经历，
所以在三年级升四年级的暑假完成游
信朋友圈热传。境外游学并非新鲜事物， 学，
也算赶了个早。他认为，
虽然价格不菲，
近年来虽各方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事
但孩子能和同学一起出去开拓眼界，
这样的
实是：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在小学、初中和高
经历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弥足珍贵。
中上学的孩子送去境外游学，游学低龄化
去年和前年暑假，谷女士的女儿分别
甚至波及到了学龄前儿童。
去了美国和英国游学，
时间均为两周，
费用
数据显示，
去年我国游学行业市场规模
每次 3.5 万元。
“这个价格确实不便宜，但我
约 300 亿元，预计未来 5 年还将保持平均每
觉得很值得。”在谷女士看来，境外游学最
年三到五成的增幅。是什么原因让家长心
大的优势在于“学”的经历。据她介绍，女
甘情愿地买单？游学是否真的需要
“从娃娃
儿的两次游学各有一半时间有机会进入当
抓起”
？选对游学团需要做哪些功课？记者
地学校上课，
并入住当地家庭，
还会参观西
日前就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和调查。
点军校、
牛津、
剑桥等知名学府。
“我们自己带
孩子出国的话，
无非就是跑景点、
逛博物馆。
而在游学过程中，
女儿不仅和多个国家的学
不惜投入重金
生一起上课，
还和当地的家庭一起去了公园、
家长看重学生
“学”
的经历
逛了超市，
这样的体验是我所看重的。
”
境外游学的
“贵”
显而易见：
约半个月的
行程，
一个孩子的出行费用动辄三四万元，
有
的需要五六万元。普通的跟团游，
这笔钱都
够一家三口欧美游一次了，
可是家长为何依
然趋之若鹜地为孩子报团、
交钱？

缺乏政策规范
境外游学是培训还是旅游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境外游学

项目，主要由一些留学中介、教育培训机
越庞大，且有低龄化的趋势，然而，真的是
士都表示：在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未
构、旅行社等机构在运作。然而，
不少接受
每个孩子都适合境外游学吗？
来境外游学的市场“蛋糕”将越做越大。
家长到底该怎样为孩子选择适合的游学
采访的家长却表示，更希望让孩子参加由
记者朋友圈里的一位妈妈坦言，这个
学校组织的境外游学。
暑假送 11 岁的儿子去加拿大游学两周，孩
项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妈妈说，对于境
子一走，
妈妈日日担心：
“男孩比较粗心，
我
多位接受采访的校长都认为，家长要
外游学她最关注的既非价格也非行程安
就怕他把护照丢了，到时候回不来。”两周
避免盲目攀比，不要认为给孩子花了更多
排，
而是孩子的安全。她认为，
学校组织和
后儿子终于平安抵沪，妈妈打开行李后哭
的钱，就意味着是给其更多的爱。在选择
推荐的游学产品更靠谱。
“我女儿参加的境
游学项目前，要倾听孩子的意见，并达成
笑不得：儿子带去的三件短袖衣服只剩下
外游学团里大多是同学，
还有班主任带队， 一件，
另几件衣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袜子
一致。一位校长认为，游学是由“游”和
这样我比较放心。如果是旅行社组织的， 也只剩下一半。
“看来孩子的自理能力和学 “学”两部分组成的，家长在给孩子选择
同去的都是陌生人，我恐怕不会为她报
习能力都要加强锻炼了。”这位妈妈说。
时，一方面要关注时间的分配上是“游”多
名。
”
她说。
而记者采访的一位中学校长则表示，
出
还是“学”多；同时也要关注游学内容，详
记者电话采访了多位中小学校长，不
于安全问题以及学生自理能力等综合因素
细了解游哪些地方、是否有深入的课堂交
少校长对于这一话题讳莫如深。一位初中
的考量，
他个人认为初中和高中学生更适合
流，还是仅仅拍个照走马观花？而关于游
校长私下坦言，他个人认为境外游学对有
境外游学，
外语能力和自理能力比较强的小
学的目的，他建议家长放弃功利的想法：
这个需求的学生来说，
是一种不错的经历， 学生高年级学生，
也可以尝试。
“要想通过十几天行程真正学到什么知
但目前这方面缺乏相关政策和法律的监
《青少年留学心理启示录》的作者、
择由
识、改变什么观念其实很难。读万卷书行
管。
“境外游学到底属于培训还是旅游？目
万里路是世界共通的一种行动学习方式，
教育心理咨询项目主管王亚飞则认为，
境外
前没有权威界定。万一游学期间学生发生
游学的对象没有特定的年龄限制，
最重要的
我更赞同通过游学增长见识，这比记住知
了安全问题，学校该怎么办？”这位校长透
还是要看学生的个人能力以及接受程度。 识更重要。”
露，
部分和境外学校有结对关系的学校，
会 “即便是去同一个地方，
不同年龄的孩子通
某知名培训机构一位中高层管理人员
在假期组织境外交流项目，但能参加的学
过游学所获得的成长也是不同的。低龄孩
则提醒家长，在为孩子选择产品时不要只
生数量非常有限。对大部分学校来说，组
关注价格、时间，而要多关注一些细节，多
子更多的是长见识，
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人
织境外游学的风险和责任实在太大了，
“多
情；
而年长一些的则能带着自己的思考去游
问几个为什么。比如，一个团里的师生比
一事不如少一事”
。
历，
甚至为以后的留学选择做准备。
”
是多少，
这些路线是怎样设计的，
为什么会
选择去那个地点、那个学校，
为什么要安排
那样的课程等。此外她还特别提醒，家长
适宜年龄因人而异
选对项目避免攀比
切莫给孩子带过多的钱出境。
“个别家长会
先学生活自理再谈游学
关注细节多问
“为什么”
给孩子带大笔现金，
孩子在国外大肆挥霍、
互相攀比。这样的游学体验非但没有正面
如今，参加境外游学的学生群体越来
记者采访中，不少培训和旅游业内人
效果，
反而得不偿失。”她表示。

15 个应用型本科专业入选试点

浦东市属高校
本科人才培养显特色

医生为花木小囡现场演示头部包扎技巧。

□徐网林 摄

花木小囡来当
“小医生”
本报讯（记者 吴燕）日前，
“谁是真正小医
生”花木街道青少年职业技能大比拼活动举
行。来自8支社区及社区单位参赛队的24名小
选手，
经历了一次
“医生角色初体验”
。
当日参加活动的小选手，
都是花木街道辖
区内7至12岁的中小学生。来自
“睿宝儿科”
的
专业医生，
给小选手们介绍了美林、
炉甘石洗剂

等儿童常用药物，
讲解了手上的部分中医穴位，
还现场演示了如何为伤员进行简单的头部包扎
等。知识问答环节，
小选手们参与了必答题——
常用药物
“辨辨辨”
、
抢答题——中医穴位
“辩辩
辩”
和
“伤口包扎计时赛”
三轮激烈的比拼，
最终，
培花社区代表队获得了团体特等奖。
值得一提的是，
活动还设置了一个
“暖心环

节”
。小选手们现场向医生学习了简单的推拿手
法后，
现学现用为在一旁等待的家长做了一次中
医推拿，
表达对父母和长辈的感恩之情。
据悉，
这已是花木街道连续第二年举办青
少年职业技能体验活动。主办方表示，
希望为
中小学生创设更多职业体验的平台，
引导他们
在体验中了解更多职业，
找到自己的职业理想。

本报讯 （记者 符佳）近日，
上海
市教委公布了第四批上海市属高校
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19 所市属高
校的 27 个专业入选。其中，浦东 10
所高校有 15 个专业入选，占了二分
之一强。
这 15 个专业分别为：上海海事
大学的船舶电子电气工程专业、船舶
与海洋工程专业；
上海海洋大学的水
产养殖学专业、包装工程专业；上海
电力学院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工程
管理专业；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公共事
业管理专业；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环
境工程专业；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的金融工程专业（金融科技方向）、物
流管理专业；
上海电机学院的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电机电器智能化
专业；上海杉达学院的酒店管理专
业；
上海建桥学院的宝石及材料工艺
学专业，
以及上海健康医学院的康复
治疗学专业。
记者发现，此番浦东高校获选
的新一批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都
充分体现了各高校的办学特色和专
业力量。
杉达学院的酒店管理、建桥学院
的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均为上海同类

高校中开设较少的强势特色专业，
学
生学有所长、就业形势看好；而海洋
大学的水产养殖学、海事大学的两个
海洋相关专业，
其背后依托的都是所
在高校的办学特色。
据悉，
这些专业都是各校主动申
报，
经过专家遴选评审等程序后入选
的。获评的试点专业将加强内涵建
设，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提高
本科人才培养质量。通过试点专业
建设，
各高校研制符合应用型人才成
长规律的专业培养方案，
构建能与相
关中高职专业相衔接的本科专业培
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争取建成一批职
业教育特征鲜明、行业认可度高、达
到国际同类先进水平的应用型本科
专业。
2014 年，上海市教委启动市属
高校本科专业进行改革试点和建设，
构建能与相关中高职专业相衔接的
本科专业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2015 年，首批 26 个上海市属高校应
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公布，
之后又相继
公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试点专业。
在此番第四批试点专业公布后，
上海
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已达
100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