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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廷岳表示，今年因为疫
情，很多本来去美国、加拿大
的学生转投英国，所以英国留
学申请竞争是很激烈的，因此
英国大学也会相对应提高入
学的要求，甚至部分院校的热
门专业早早就截止了第一轮
的申请，有些院校还采取分批
录取制度。建议同学们一定
要提早做好申请的准备，提早
考到符合大学入学要求的学
术成绩和雅思成绩。“学生需
要清晰自己的定位。”周廷岳
表示，一定要从自身的情况出
发，不能好高骛远。可以选择
一两所名校作为适当的冲刺，
但是一定要有适合自己自身
条件的后备方案。

香港高校方面，启德留学
蔡春燕表示，目前大多数港校
专业均已开放申请，有申请计
划的同学们要尽快准备相关的
申请文书及材料，尽早递交申
请，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一些
和申请专业相关的实习；如果
还没考雅思，托福或者GMAT
（商科要求）的同学也需要尽快

安排考试，提前定考位。多数
专业可能会设置英文面试，可
提前熟悉所申请的院校及专业
的官网内容，关注时事热点，储
备口语素材；已经递交申请的
同学也要保持平常心，耐心等
待学校的审核。

唐泽坤提醒，近期规划留
学申请的同学首要考虑的是
国家的入境及留学政策：入境
及防疫要求、留学签证申请的
变化、语言考试前期准备等，
例如目前众多美国院校实施
TestOptional（选择性测试）政
策，同学们针对是否考 SAT/
ACT要 作 出 符 合 个 人 的 规
划。另外，还需要关注申请截
止的节点以及院校课程采取
线上还是线下课程等问题，建
议时刻留意学校官网最新信
息。

在欧洲留学方面，启德留
学刘雅琴表示，受到全球疫情
及政策影响，不少原本计划申
请超热门国的学生，更多选择
申请欧洲院校，欧洲录取竞争
预计会更激烈。以法国来说，
工程师学院开设更多英语授
课硕士，法国英语授课的商

学院依然火爆，建
议学生尽早
准备申请。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
报道：近日，教育部考试中
心发布通知，对 2020年 12

月 5-6日 剑 桥 少 儿 英 语 考 试
（CYLE）进行了新的安排。

教育部考试中心宣布，受疫
情影响，原定于 2020年 3月 28、
29日举行的剑桥少儿英语考试
推迟到 12月 5、6日举行。根据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及各
考点所在学校实际情况，经与剑

桥大学考评院相关部门商量，因
部分考点仍不具备组考条件，教
育部考试中心将会对已报考这些
考点的考生予以全额退费，考生
将会收到相关短信通知。

此次CYLE全部考点停考的
省、直辖市有北京、辽宁、黑龙
江、安徽、湖南、重庆、甘肃；部分
考点停考的省份有浙江、福建、
山东。其它地区将按计划如期举
办该项考试。部分考生的考试地

点会在同城范围内有所调整，请
考生以准考证上发布的考场地点
为准，准考证打印将于考前两周
开放。

如考生因考试地点变动而无
法参加考试，请于2020年12月4
日前通过报名网站首页的“申请
退费”提交申请，教育部考试中
心将给予全额退费处理。考试费
将全额退还至考生支付考试费所
使用的支付宝或银行账户。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通讯
员粤考宣报道:11月11日，省教育
考试院发布通知称，11月的剑桥通
用英语五级KET、PET 考试将于
14日举行。考生需要在14日前登
录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报名网
站打印准考证，并按时参加考试。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自
2020年下半年起，B1Prelimi-

naryforSchools考试的写作部
分由铅笔改为黑色或深蓝色水
笔，请考生按规定携带考试用
品。考生需认真熟读准考证相关
考试要求与考生须知，考前一天
可先到考试地点熟悉考场。考试
时，考生需持带有照片的有效证
件（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护照和
港澳台通行证）和自行打印的准

考证进入规定的考场。笔试开考
15分钟内，允许迟到考生进入考
场参加考试，考试结束时间按照
统一规定结束。开考15分钟后，
禁止迟到考生入场考试。

通知显示，本次考试广东省共
设置15个考点，其中广州有5个，
佛山有4个，东莞有2个，深圳、汕
头、惠州、韶关各设置有1个。

当留学碰上疫情，
“网上留学”的你们还好吗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通讯员 陈焕明 李适雅 黄赟莹 梁咏雯

剑桥少儿英语考试取消10省市考点

剑桥通用英语五级KET、PET考试14日进行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伴
随着国外疫情的起起伏伏，
不少留学生只能选择“网上
留学”，在国内或者国外的家
中上网课。在“网上留学"的
他们感受如何？记者采访了
部分留学生，分享疫情下的
留学生活。

自疫情发生以来，在纽约大学艺术
类专业就读的硕士生小蔡选择返回国
内开始“网上留学”。由于他在春季学
期就已经回国，经过大半年的网课学
习，他表示，已渐渐适应了网课的节奏。

“秋季学期开学后，现在已经上了
两个多月的网课了。”小蔡说，目前我还
没有返校的计划，最近收到了学校的邮
件，说下学期还是会维持网课的形式，
因此暂时也不会考虑赴美。“因为房租
太贵了。”小蔡笑言。

什么情况下才会选择返校？小蔡
表示，要等到学校全面恢复线下授课
时，才会考虑返校，他还希望学校能在
做好检测等防护手段的前提下再复课。

根据美国之前的相关政策，要求学
校在全网课和网络课程、线下课程结合
之中二选一。而全网课的话，该学校留
在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就必须离境。
所以，部分学校为了保护国际学生的利
益选择了网课和线下结合的方式，但是
这些线下的课程一个月只开一节，形式
上满足这个政策，同时尽量保证学生的
利益。小蔡同学所在的专业即是如此，
老师每一个月开一次线下课程，留在美
国的同学就前往现场听课，而其余的同
学还是上网课。

记者了解到，小蔡的大部分专业课
程已在研究生一年级结束，网课对他的
学业影响并不是很明显。“信号不好的
时候会有卡顿，偶尔会造成沟通上的问
题，会有点浪费时间。难度上没有太大
变化，但取消了一些观摩课。”小蔡表
示，作业方面，小组合作的作业几乎都
取消了，其余的变化不大。不过，在国
内上网课，只会在课上用到英语，所以

“英语水平较上学期没什么太大的进
步。”

由于时差，小蔡同学坦言，国内上
网课最难受的就是熬夜。“太辛苦了，只
能白天多睡觉补回来。”他表示，在国内
上网课最大的不同是语言环境和生活
环境，但是，他依旧选择留在国内。“能
和家人在一起，某种程度上也能减轻熬
夜上网课带来的精神压力。”虽然求学
艰辛，蔡同学认为，在全球最困难的时
候，“我们这些学生还在学习和丰富自
己，这是一件好事。”

在巴黎萨克雷大学流体动力学读
研二的周同学选择留在国外，但同样也
过起了网课生活。“3月份上了1个月网
课，11月开始又上网课，目前是第二周
网课，并且会继续上下去。但学校不排
除12月份半网课半线下的方式，同时，
考试和实验都在学校线下进行。”周同
学说，“目前学校还没有明确的返校时
间表，但是如果疫情不严重，我希望可
以去学校上课。”

周同学所在学校本身有一个线上
教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老师除了可
以发布教案、作业，还有一个视频会议
平台，平时，师生就在这个系统里上
课。上课时，每个老师家里都有白板，
个别老师会增加课间休息的次数，以防
师生连续看屏幕会累。“有一个老师使
用苹果笔直接在电脑上写字代替板书，
比白板看着清晰但是字体辨识度不高，
所以上课理解起来还是有点困难。”周
同学介绍。

由于法国网络状态不是很好，老师
每节课要抽15分钟检查同学的链接是
否有问题。“而且上课中间无论老师还是
同学都有掉线的，且比较频繁，所以课堂
时间比线下少很多，没有提问的机会，外
加中间会有音视频的质量问题，听和看
并不轻松。”周同学介绍，作业方面和平
常没有不同，但是压力很大，“而且没有
同学交流的话，作业的难度显得更大。”

不能返校，给周同学造成的最大困
扰并不是课程本身，而是一些只能在学
校电脑上使用的软件没法在自己的电脑
上安装运行。此外，周同学坦言，在家上
网课注意力不易集中，精神状态逐渐走
低，比线下上课时更容易感到焦虑。同
时，在海外的留学生还面临找实习企业
的困难。“在法国，几乎没有什么中小企
业招收流体力学的实习生，作为外国人
又很难进入国企和大型集团实习。”

周同学表示，法国目前 100%网上
授课，但实验和考试由学校自主决定，

“我们学校考试和实验均安排在线下，
希望能在12月份开始实行半网课半返
校的制度，即同一节课老师会打开摄像
头，班级一半的学生在教室，另一半在
家通过视频听讲，下一节课两部分学生
进行交换。”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在读的
薛同学表示，线上授课本身是科技发
展的一个重要产物，甚至并不是一个
短期性、阶段性的产物：“今后社会发
展肯定会在各个维度、各个层面采用
线上交流的形式，因此，作为年轻人
主动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也必须的。”

据薛同学介绍，从 3月初开始，
大多数英国高校就开始让学生自己
选择是否愿意返校上课。疫情刚开
始的前几周，学校采取线上辅导讲
座、线下教室讲授课程内容的形式。
在 3月底以后学校就采用了全网课

的形式直至现在。根据学校的要求，
目前全年度都采用线上的形式，同
时，学生可以暂时选择不前往英国进
行入学注册，可以选择在各自的国家
进行线上听课。学校也有相对的应
急措施，包括提供全时段的学术交流
平台、帮助录课、虚拟授课论坛等，
这些形式最近也是大多数学校所选
择的方式。

但薛同学也坦言，上课时最大的
难题就是实时课堂反馈效果差。过
去在线下授课时候，课堂可以随时举
手提问，知识层面上的交流可以迅速

达成。但是线上课堂由于考虑到完
整性和流畅性，很多时候提问环节必
须延期到课后。同时，课堂讨论或者
授课时由于是对着屏幕独自讲话，并
没有任何听众反馈，很影响状态。

薛同学对记者介绍道，目前不少
国外大学的图书馆都关闭了，但是因
为社科类的学习资料依然是老旧纸
质版本为主，这些内容在线上使用的
条件并不全面，不方便进行后期的学
习研究。

薛同学表示，对于已经在英国学
习多年的留学生而言，语言环境并无
大碍，并不会因为形式的转变对语言
要求进行调整。但是对于仅有一年
留学经历的研究生而言，无法在留学
阶段感受到除课堂以外的英国生活
是非常大的遗憾。“留学是一个多角
度的感知过程，学校学习只是一个很
小部分，包括社会民生、英式生活感
知以及和英国民众进行生活交流，都
是线上完全无法体验到的。”他同时
认为，在现阶段，独自在英国宿舍远
程线上学习的留学生面临最大的问
题可能就是心理因素，在本身就紧张
的学习压力之中，还需要承受独自生
活带来的压抑以及无法及时回国找
工作等方面的焦虑。

“怀念忙碌地穿梭在教室和走廊
间赶赴一个又一个的课堂，期待可以
自由呼吸，感受朝气蓬勃的校园生
活。”有留英学生感慨道。

“现在上网课点名的时候会要求
开摄像头，老师叫人回答问题是如
果点到名字多次不回答，就会被记
缺席。有些老师上网课会更严厉一
些。”正在淑德日本语学校学习语言
的小周表示，“比如一个知识点之前
讲过，之后点到你没有回答出来，在
线下上课就没什么，但是在网课上
可能就会挨批评。”

原来，这是老师上网课吸引大家
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小周同学解
释，之前他所在学校一周五天全部
上网课，直到六月份日本疫情有所
缓和后，改成了周一和周五去学校
上课，周二到周四依然上网课。据
了解，日本目前对于学校返校和开
学并没有明确政策，基本上都是学
校根据所在地疫情的严重程度自行
安排上课。

在网课课堂上，由于无法面对面
交流，老师的授课不能得到学生的
即时反馈，同时，同学也无法面对面
获取信息。因此，一些老师采取了
相对严厉的授课方式，提升学生学
习的状态。

“也有老师采取了相对轻松的授
课方式。”周同学表示，“有些老师会
做一些活跃课堂气氛的事情，比如
放音乐，闲聊一些最近发生的趣事，
等等。”但是，周同学还是希望能够
全部在线下上课，“返校之后的上
课，我觉得比网课的效率高不少，上

课时的积极性、和老师的互动等等
都是网课没法达到的。我自己是一
个‘坐不住’的人，上网课常常走神，
有些重要的东西就会错过，而且有
时候网络会出问题，跟老师沟通、交
流有点麻烦。希望学校早点恢复线
下授课。”

周同学介绍，只要疫
情不是太严重，他都是习
惯在学校上课：“我所在语
言学校离东京市区有一定
距离，人口不密集，感染风
险其实是很低的。”

总体来说，周同学认
为，网上留学虽然减少了
赶往学校的通勤时
间，课前的时间安
排更自由，但长时
间坐在电脑前很容
易疲劳，出现腰酸、
眼睛疼等症状。线
下上课虽然需
要花费较长时
间 去 学 校 ，还
要 准 备 便 当
等 ，但 可 以 面
对面和老师同
学 进 行 交 流 ，
效 率 会 更 高 。

“ 各 有 利 弊
吧。”周同学表
示。

“上网课的留学生可能会
遇到时差、自觉性和资源配置
方面的问题。”琥珀教育项目
经理周廷岳建议，留学生要积
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提高自
觉性，合理利用线上资源。

周廷岳表示，在与中国时
差比较大的国家留学，在国内
上 网 课 时 就 会 面 临 时 差 问
题。但是现在很多英国大学
会根据学生的所在地区灵活
处理网课的时间，会折中选择
适合学生的上课时间。因此，
同学们需要调整好自己的作
息时间和生物钟。

此外，周廷岳认为，网络
上课是在抗击疫情的情况下
最好的学习方式，也是一个全
新的学校教育方式尝试，但
是，对学习状态好坏差异比较
大的学生的影响差异很大。
他建议，学生在家上网课，要
提高自觉性，制定适宜的学习
计划。家长要做好监督、协
助、陪伴和提醒的工作。他还
建议学生要合理运用学校的
线上资源，例如用好网络图书
馆，及时查看学校网站的信
息，运用好一切学校提供的线
上资源进行课程的调研等等。

美国留学生小蔡：
已渐渐适应网课节奏

法国留学生周同学：
法国网络不好，学

习受影响

英国留学生薛同学：享受网课带来的便捷

日本留学生小周：老师比平常更严厉

？
网上留学效率低？
业内人士支高招

“网上留学”相比于线下上课，在听课质量等多方
面毕竟还是有所不如。那么作为留学生该如何克服困
难调整自己呢？

制定适宜的学习计划，用好网络资源

疫情下的网课模式是一
个挑战，但也是锻炼自制力的
好机会。景鸿教育总经理唐
泽坤表示，虽然上网课让学生
暂时失去了在校园内浸泡式
学习的机会，但疫情期间的历
练作为宝贵的经验，能够让优
秀同学的解决问题能力、自控
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沟通能
力、线上信息处理能力、时间
管理能力等获得明显提升。

唐泽坤表示，上网课时，讲
课时间缩短，先预习尤为重要。
同学们可以按照学校更新的课
程表，在课前做好预习，把不懂
的知识点记下来，网课进行时有
针对性提取答案，不懂的时候在
课后向老师提出疑问，提高听课
的效率。他还建议同学们合理
安排时间表，按时提交课后作
业，并且每周进行一次回顾总
结，督促自己提高效率。

预习很重要，课后作业及时提交

疫情期间
准留学生何去何从？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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