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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报道： 美国
《福布斯》杂志日前发布2019美国最佳大
学排行榜，哈佛大学依然稳居首位。《福
布斯》 从全美4300家颁发学位的高等教
育学府中，考察学生的满意度、毕业生的
成就、学生贷款负担、毕业率和学术成就
等，从而对这些高校进行排名。

《福布斯》榜单更看重“回报率”

每年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单可谓五花
八门，倾向性各不相同。 对比U.S.NEWS

注重学校的学术表现而言，《福布斯》的
这份榜单更看重“回报率”。 它更倾向于
探究大学教育的投入产出率： 学生薪资
水平、个人债务、成功人士比例、毕业率
与学术成就是排名参考因素。

榜单面向全美4300家颁发学位的高
等教育学府，评选其中15%学术最优、体
验最优、毕业生事业成功、债务最低的本
科学府，一共650所。

在该榜单中，《福布斯》使用了自己
编制的数据来衡量美国大学毕业生的
成功。

TOP10中，东北部高校占了8所

从榜单公布的排名看，排前五的依然
是大家熟悉的哈佛大学、 斯坦福大学、耶
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

据显示，排名前10的大学中，美国东
北部大学占了8所， 前20名占了9所。 排
名前5的高校均来自美国东北部， 此外，
排名第六的宾夕法尼亚大学、 排名第七
的布朗大学和排名第十的达特茅斯学院
也同样来自美国东北部。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丽娜、 张璐
瑶，通讯员华轩报道：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国际校区9月将迎来首批本科新
生， 近日， 校区新宿舍正式亮相，空
调、WiFi、供暖等“硬核”配置一样不
少，被网友称为“别人家的校区”。

华工广州国际校区宿舍走“蓝色
海洋风”路线，走进宿舍，能看到不少
暖心的小细节。

所有宿舍安装了智能门锁， 可以
刷卡开门，还可以通过手机开门。

宿舍床铺是传统的上床下桌，布

局虽紧凑，但储物空间非常丰富。 不仅
有储物柜、衣柜、电脑桌上的各种储物
格，连上下床的台阶也带储物格。

每个人的衣柜里，都装了一面长方
形穿衣镜，爱美的同学可以照个够。 阳
台的洗漱台不亚于自家卫生间，带储物
和镜子的镜柜，双人洗手池、毛巾挂钩
等一应俱全。 浴室里不仅有毛巾架，还
是可折叠的。 洗手间也有同样配置，实
现“双浴室”，洗澡再也不用排队了。

单人床太窄，翻个身都难？ 华工
广州国际校区的宿舍床都是“加宽

版”———床宽1米，比宿舍单人床标准
尺寸宽10厘米。

除了传统的四人间宿舍， 校区还
为博士、 辅导员提供两人间、 单人间
宿舍。

新宿舍新家具，有没有环保问题？
校区介绍，学校在采购宿舍家具时，十
分注重产品的环保要求， 不仅要求供
应商提前生产备货， 生产过程中也不
定期去工厂随机抽检， 确保家具严格
符合环保要求。 课桌椅等教学教具，也
都参照宿舍家具采购标准执行。

未入校，先入班，报到如
“网友”见面

“未入校，先入班”，在华农，新生
入学报到成了大型“网友见面会”。 原
来，早在暑假，所有华农新生就已注
册易班网络平台，通过平台“新生入
学查询系统” 查询到自己的专业、班
级、同学、宿舍等信息。 同时，新生可
以加入基于易班平台的虚拟班级，提
前与班级同学、辅导员老师进行线上
沟通交流。

为了帮助新生更好地适应未来
的大学生活， 华农将以往入学后才
开展的新生入学教育前置到暑期 ，
在易班平台上进行。 所有新生在平
台上加入“华农 2019 新生易班夏令
营 ”课群 ，观看学习资助政策 、公寓

管理、安全教育、校史文化等入学教
育专题视频。

这份特殊的“暑假作业”，
他们这样做

开学报到时， 所有华农新生都要
交一份特殊的“暑假作业”。 记者了解
到，这是华农为新生安排的暑期“知
行”活动。 活动从 2018 年开始实施，
倡导新生利用暑期从《大学》《乡土中
国》《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
平在正定》等四本著作中任选一本阅
读；同时，倡导新生开展志愿服务、社
会调研、企业实习、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等社会实践活动。

2019 级新生梁瑞清选择了阅读
书籍《习近平的知青岁月》和去南京
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

地。“看完这本书，实地参观后，看到
了真实的历史照片、影像、实物，让我
们这代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孩子深感震
撼。 ”他认为，新时代的青年人也要了
解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将爱国主义
付诸实践。 为此，他选择了农学专业，
决定投身科研， 为我国建设农业强国
努力。

2019 级新生刘雪梅暑假在一家
手表厂做了两个月的暑期工， 在车间
流水线上， 她收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
书。 两个月的工厂生活， 让她学会了
如何融入社会、 与人相处， 努力做好
每一件小事。 结束了打工生涯， 刘雪
梅又开始完成华农布置的暑期作业，
她选择了阅读书籍《习近平的知青岁
月》 和通过问卷调查“大学生对手机
是否依赖”。“这份特殊的作业，让我
更珍惜现在的大学生活。 ”她说。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丽娜、 张璐
瑶， 通讯员刘红艳报道：2019 级的小
萌新们来报到啦！ 8 月 25 日，广外又
迎来了一批“小萌新”，校园里充满了
天南地北的口音，5097 名本科新生、
1346 名研究生新生正式加入广外大
家庭。

指尖报到、APP“入班”，
未入学已是广外人

在广外迎新现场，记者看到，新生
报到采用大数据系统， 南北校区联
动， 新生扫码后报到信息实时跳动。
在大数据服务的支撑下，迎新报到更
便捷和流畅。

今年广外继续采用新生指尖报
到。 报到当天，新生只需凭借录取通
知书或今日广外 APP 报到单二维
码在报到点进行扫码注册， 即可领
取宿舍钥匙和报到资料，实现“拎包
入住”。

迎新现场设置了咨询引导处，志
愿者们耐心解说， 热情为新生引导、
答疑解惑。“广外的新生签到安排很
有秩序，学生志愿者的引导帮助我们
一路顺利签到，师兄师姐都很温暖。 ”
一名新生家长说。

校方介绍， 今年广外将新生教育
前置，学校依托“广外易班”优课平台，
开设新生入学教育“九个易”活动，新
生在暑期即可通过易班 APP 提前“入
班”，“随时学习” 新生入学教育课程。

“通过这些课程，让我提前了解、适应
大学生活， 感觉在进入广外之前我就
是一个广外人了。 ”广外新闻与传播学
院 2019 级新生姬同学说。

研究生开学典礼，校长勉
励“八字学风”

8 月 27 日上午， 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 2019 级研究生开学典礼在广外云山
会堂举行。 75 名博士生和 1271 名硕士

生聆听了他们在广外的“第一课”。
校长石佑启致辞指出，大学的“学

风” 是学生、 学者这个学术共同体在
治学精神、 态度和方法等方面形成的
风格， 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广外的学
风就是———进德、修业、务实、致远。

他寄语广外的研究生新生们：要
涵养“进德”的学风，胸怀祖国、服务
人民， 求真务实、 行胜于言， 实事求
是、脚踏实地；要涵养“修业”的学风，
漫漫学术路， 要守得住初心， 耐得住
寂寞；要涵养“务实”的学风，求真务
实、 知行合一， 坚持学术研究服务于
社会、服务于人民的宗旨；要涵养“致
远” 的学风， 从事学术研究要求同存
异、开放包容，兼容并蓄、博采众长，
形成研究合力，增强协同攻关能力。

研究生导师代表、 西方语言文化
学院教授余杨希望研究生新生们，要
提升理性思维能力与判断力； 广泛阅
读、 认识与尊重知识的多样性； 研究
中注重具体细节，摒弃宏大宽泛。

合并 所技术和理工学院
新西兰组建“超级理工学院”

《福布斯》发布 2019 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

这些学校
免费领酸奶，交暑假作业……

华农今年迎万名新生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黄丽娜 张璐瑶

通讯员 方玮 实习生 严家慧

开学了， 暑假作业交了吗？
“网友” 见面了吗？ 华农酸奶领
了吗？ 8 月 26-27 日，华南农业
大学 2019 级本科新生正式开
学。 26 日上午， 一场瓢泼大雨
中，第一批数千名华农 2019 级
新生冒雨来报到。 据了解，今
年， 华农将迎来 10083 名来自
五湖四海的本科新生。

“小萌新”来了！

6400 多名新生
成为“广外人”

WiFi 全覆盖，冬天还供暖！

华工广州国际校区新宿舍亮相

“回报率”高高

16
羊城晚报讯 记者谭铮、通讯员黄赟

莹报道：新西兰教育部长克里斯·希普金
（Chris� Hipkins）近日宣布，新西兰全国
16 所公办技术和理工学院将合并为一个
“超级理工学院”。 随着新西兰所有技术
和理工学院的合并， 新西兰的职业教育
和培训系统也迎来了 25 年以来最大规
模的改革。

整合职业教育和培训

据新西兰媒体报道， 理工学院的改
革计划今年 2 月份公布， 并向公众征求
意见。 期间共收到 2904 份反馈。

新西兰教育部长克里斯·希普金在
宣布改革计划时表示， 这项改革将使得
整个职业教育行业更好地控制职业教育
和培训的各个方面， 使得这套体系能更
好地响应雇主的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就业
市场。

据了解，按照计划，改革后的新理工
学院将从 2020 年 4 月 1 日起招生运行，

将向学生提供在职和脱产培训。

业内人士：学费有望统一

景鸿教育唐泽坤介绍， 新西兰的高
等教育体系分为大学、 理工学院和私立
院校三大板块，其中，大学与理工学院均
属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理工学院所涵盖的专业类别非常
广泛和灵活 ，一旦合并后 ，将为学生带
来一系列利好。 例如，课程及学历互相
认可；学费有望统一，可低成本享受国
际教育；16 所各具优势、 特色专业的学
校融合起来，有助于留学生高效规划留
学方案。 更重要的是，在理工学院强劲
技术实力及各行各业合作资源的加持
下，毕业生在新西兰就业、移民将会事
半功倍。

据媒体报道， 当前关于新的
职业教育体系如何筹集资金尚未
确定， 政府将帮助解决现金流问
题，支付合并学校过渡期的费用。

坎特伯雷理工学院
国立中部理工学院
（丰盛湾理工学院）
东部理工学院
马努卡理工学院
尼尔森 - 马尔堡理工学院
北领地理工学院
（北方理工学院）
开放理工学院
（以在线和远程授课为主）
奥塔哥理工学院
南方理工学院
泰普蒂尼理工学院
新西兰理工学院（奥克兰）
新西兰联合学院
怀卡托理工学院
惠灵顿理工学院
西部理工学院
维特利亚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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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华农农迎迎来来万万名名新新生生，，多多种种多多样样的的社社团团迎迎新新活活动动同同时时开开展展

广广外外新新生生入入学学报报到到时时，， 凭凭录录取取通通知知
书书扫扫码码，，指指尖尖注注册册报报到到（（通通讯讯员员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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