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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中介是否都是“坑”呢？也不
尽然。只要正确选择，留学中介也能
为同学们出国“助力”。业内权威人士
何楚刚表示，建议同学们在签定机构
前，可以通过教育部涉外监管网或中
国留学中介行会微信公众号查询该机
构是否在留学服务行业的“白名单”
内。此外，机构是否与海外院校有直
接合作关系也可以看出机构的可靠
性，一般可以通过登录海外院校官方
网站来查询与机构合作的相关信息。

何楚刚指出，烦琐的申请过程是
目前大多数学生签留学中介的原因，
但找留学中介也不是人人必要的，那
么哪些学生适合找留学中介呢？他强
调，申请准备时间不足的学生需要考
虑找留学中介，一般情况下，如果到了
大三的暑假，学生的托福/雅思、GRE/
GMAT、科研、实习等还没有达标，那
么找中介就很有必要了，因为在大四
上学期，大部分热门院校/专业的申请
就会截止，加之，留学前期准备工作烦
琐，如果自己准备难免手忙脚乱。

另外，很多准留学生面临转专业
的问题，经过本科的学习后，会渐渐
明晰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申请
研究生阶段如果想要跨专业申请，便
需要细致的思考和准备。此时也可
以考虑找留学机构，因为转专业需要
满足前置课程要求，也就是在大三结
束前要修完必要的课程。如果想搞
清楚转专业申请的前置课程要求，寻
求留学中介的帮助是有必要的。

近年来，找境外当地留学中介机
构也成为了准留学生的选择之一。对
此，业内权威人士冼蔚璇并不推荐这
种做法。“留学规划需要结合学生在国
内的背景和个人情况来进行，近几年
国内教育体制和学校育人模式也在不
断的改革和变化，长期在国外的当地
机构不一定对国内的情况有及时、深
入的了解，由此提供的更多是常规的
服务内容与流程，不一定能为学生提
供完善的前期规划。”冼蔚璇表示。

针对已经选择了留学中介的同
学，何楚刚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方面，据他过往
的观察发现，很多学生将所有的期望
都寄托在中介身上，没有主动参与准
备申请的每个阶段，他认为这是不可
取的。何楚刚表示，最好能和中介明
确分工，参与提供资料和修改意见，
在提交网申之前也必须检查每一项
内容填写是否正确。另一方面，同学
们要坚决拒绝中介造假行为，一些宣
称可以“保录”的中介常用伪造成绩
单、假装院校招生官，甚至伪造录取
通知书来完成所谓的“申请”。“如果
配合中介做出造假行为，被发现后很
可能会马上被开除，以往的努力会化
为乌有。”何楚刚说道。

对于还未确定签约机构的学生，
何楚刚则提醒同学们在签合同时一
定要保持谨慎，明确各项条款，避开
合同陷阱：“同学们要拒绝招生套路，
例如所谓的‘零元申请’或‘低价申
请’等；同时，要注意收费项目的具体
情况；此外，还要明确退费的具体情
形和相关条款。”

黄宇亨表示，宝玉石加
工是珠宝首饰技术领域的一
个细分行业，珠宝首饰承载
着人生中美好时光的记忆，
是表达爱意的物件。宝石工
匠是把自然界的结晶，变成
了爱的结晶，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工作，所以再多的辛苦
也是值得的。

“宝石琢磨技艺，追求的
是高标准精细切工，让宝石幻
化出璀璨夺目的光彩，需要科
学求证，在实践中不断寻求最
佳切割方案。贵在坚持，不断
总结积累经验。”黄宇亨说。

对于未来，他希望把竞赛
中对宝石切工精益求精的工
艺追求态度，延伸到自身工
作、生活的方方面面，积极主
动努力克服科研、教学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多学善思，谦虚
求教，好做本职工作。

作为老师，他要带动更多
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技，借助
学校提供的宝石琢磨工作室
平台，促进行业技术人才交
流，不断将行业技术能手的新
工艺新技术引进课堂，同时提
升学生职业技术水平，为行业
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目前，黄宇亨除实训室管
理工作以外，还参与学院的各
种科研项目，包括最具挑战的
宝玉石加工技术、真空镀膜技
术、金属粉末 3D打印技术的
教学与应用研究，他还先后参
与申请发明专利授权2项，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 3 项。累计
参与发表科研论文 14 篇，其
中第一作者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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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申请季
准留学生如何选择靠谱中介

又是一年一度的
留学申请季，每年到
此时，忙碌的不仅是
“准留学生”们，还有
许多留学中介。同
时，由于不少学生此
前并未出国，所以不
少人都会委托留学中
介来办理学校申请和
签证等相关事宜。然
而，留学中介鱼龙混
杂，该如何科学选择
留学中介呢？

黄宇亨与珠宝的缘分从 2003 年开始。
那一年，黄宇亨在番职院就读珠宝技术与管
理专业。三年苦读，让黄宇亨深入接触到珠
宝这个令人神往的行业。毕业后，他放弃了
高薪的工作机会，毅然选择留在母校，从事珠
宝学院实训室管理和实训指导教学工作。

“虽然实训室管理工作较为琐碎，但我却
有很多的机会能接触到实训设备和技术，只
要我肯下功夫，一定能练就过硬的本领。”黄
宇亨暗下决心。2008年，珠宝学院计划开设
宝玉石加工课程，于是新组建了宝玉石加工
实训室。在这个过程中，黄宇亨从新聘任的
老师那里接触到了宝玉石加工技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黄宇亨坦言：“宝石
加工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门技术，广州番禺
是全国宝石加工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汇聚
了大量工作在企业一线技术高超的师傅，但
宝石加工企业比首饰企业管理更严格，所以
外界很少了解这个技术。”

为了让自己对技术有深入的了解，黄宇
亨通过多种方式拜师学艺。“痴迷”两个字，是
他对自己当时学习状态的描述。因此，一有
空闲，黄宇亨就到车间去跟师傅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黄宇亨私下
里会经常浏览国际宝石协会等机构的网站，
阅读会员们发表的文章，从中研究宝石加工
技巧，同时他自学宝石设计软件，并以校为
家，充分利用工作日晚上、周末的时间，回到
实训室去钻研、练习。

慢慢地，从开始青涩的模仿，到如今的自
行设计，黄宇亨让宝石加工、设计等爱好变成
了生活的一部分。“番禺珠宝首饰产业得天独
厚，天天都是珠宝展，我喜欢到店里看宝石，
与设计的师傅们交流学习。”黄宇亨说。

兴趣容易但坚持并不容易。一路走来，
黄宇亨也想过要去企业工作，尽快实现“财务
自由”，但珠宝学院院长王昶多次劝说他：“你
好好坚持，宝石琢磨工艺一定大有作为。”最
终，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并沉下心来钻研练习，
最终守得云开见月明，“全国技术能手”便是
对他的最大褒奖与认可。

“经过十几年的技术沉淀、三年的刻
苦训练，这次能斩获职工组银奖（第二），
获得‘全国技术能手’称号，还是很欣慰
的。”黄宇亨笑着说。在此之前，黄宇亨
已经连续三年参加了宝石琢磨比赛。

2018年，了解到宝石琢磨项目会举
办全国性的比赛，黄宇亨兴奋不已。
2018年，他初次比赛，小试牛刀。带领3
名学生参加比赛，黄宇亨参加职工组，获
得银奖（前三名为金奖，可以推荐全国技
术能手），被授予“宝石琢磨百花工匠”称
号，学生获得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

第二年，他带领6名同学参加比赛，
还是获得银奖，斩获“全国轻工技术能
手”称号，学生获得一等奖1项，二等奖
5项。

2020年，是黄宇亨第三次参加宝石
琢磨比赛。学校和珠宝学院对此非常
重视，为黄宇亨提供了充足的原石材
料、更为先进的设施设备进行备赛。

总结了前两年的参赛经验，黄宇亨
认为，企业技术骨干实战经验更为丰
富，他们一线的技术骨干琢磨速度占据
绝对优势，而高校教师，因工作内容涵
盖管理、科研、教学以及指导学生等工
作，相对来说技术训练时间就少了许
多。

要让竞赛作品精益求精，必须从时
间着手，提高宝石琢磨速度，这成为黄
宇亨必须要攻克的难关。2019 年比赛
刚结束，黄宇亨就开始投入训练，为
2020年的比赛做准备。为此，黄宇亨开
始制定并执行严格的训练计划，每天早
上6时起床锻炼身体，7时准时到校，完
成学校工作后，他利用空余时间抓紧锻
炼宝石琢磨手艺与技术；每天晚上，他依
然泡在实训室工作到凌晨；周六、周日都
是别人的休息时间，他更是视为黄金备
赛时间，依然坚持在实训室磨砺手艺。

“决赛前几天，我感觉时间还是不

够用，试过训练到凌晨 3:00，后来直接
睡在了实训室，真的要感谢同事和家人
的支持，我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当
中。”黄宇亨言辞中充满了感激。

2020 年，黄宇亨整装再出发，带领
两名学生参加比赛，这次他终于挺进前
三，获得职工组银奖（第一名是金奖，第
二名、第三名是银奖，此次比赛二、三名
并列第二），被推荐参评“全国技术能
手”称号，并于2021年 7月 30日通过了
人社部认定。参赛的学生则获得一等
奖1项，二等奖1项。

对于这样的结果，珠宝学院同事们
表示，每次周六、周日或者寒暑假回校
加班时，总能看到黄宇亨在实训室练习
的身影，取得现在的成绩也是意料之
中。“黄老师平时话不多，为人低调，但
是宝石加工技术在学院里是最好的。”
行胜于言，这是学院领导及同事对他的
评价。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学
生认为留学中介“性价比并不
高”，但是“担心自己错过重要
信息，无法完成申请流程”而选
择留学中介。“我对留学中介的
要求也不高，因为更多是靠自
己的努力，只希望他们在申请
时不要出错就好。”一位准备申
请英国高校的同学说道。

来自暨南大学的大四学生
陈同学在今年 9月份决定去申
请香港高校的研究生，在准备
期间，她“货比三家”后发现，其
服务内容大同小异，主要包括
留学规划、准备材料指导、留学
文书、职业规划、签证申请、海
外延续跟进和回国求职指导等
服务，也有提供“一站式”留学
的服务。目前，陈同学还在因

“砍价”与中介周旋中：“如果我
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可能不
会去找中介，自己写文书会比
中介写的内容真诚得多。”但是
留给陈同学的时间不多了，她
准备 12月申请港校，在短短的
两个月内独自完成准备工作似
乎不太可能。

在申请中，文书撰写质量
是准留学生们比较关心的问

题。大多数中介都会让学生通
过填写调查信息表了解申请人
过往的学业情况、学术研究、实
践实习等经历和职业规划，文
书老师据此帮学生量身定做符
合申请学校要求的文书。不
过，市场上文书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一些学生会选择双机构、
双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每家中介
的文书老师还会区分等级，例
如资深、高级、普通等，每个等
级的文书服务对应着不同的价
格。在某留学中介的介绍页面
中提到，文书老师丰富的写作
经验可以帮助学生紧抓学校录
取脉络，拿到更好的名校录取
机会。

此外，每个机构写文书的
用时也不同。某留学机构顾问
介绍道，文书老师从拿到学生
调查信息表到文书创作，再到
打磨修改并定稿这个过程，一
般要历时三周。如果学生时间
充足，可以慢慢打磨，但现在正
是申请季，一些同学可能无法
在心仪学校第一轮申请中完成
文书，只能等待在竞争更激烈
的第二轮申请中递交。

十年磨一剑，功到自然
成。他是勤勤恳恳的实训指
导老师，也是痴迷宝石加工
的精诚学徒。三年的刻苦训
练，十几年的技术沉淀，让来
自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珠
宝学院的黄宇亨老师在全国
宝玉石检测制作技能竞赛
（宝石琢磨赛项）中被授予了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图/学校提供

这位痴迷宝石琢磨的老师
打造 获授全国技术能手璀璨星光

“痴迷”宝石的人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宝石工匠把自然界的结晶变成爱的结晶”

服务内容大同小异，学生比较关注文书撰写

找中介需要小心“套路”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邱尧丹
通讯员 李适雅 黄培菲

只要有信息不对称，就
可能会存在“套路”。据记
者了解，不少报过中介的准
留学生们都遇到过“套路”。

小涵是准备留英的大四
学生。她向记者分享道，在
第一次与中介见面时，中介
就在选校上给她“画大饼”，
他们初步判断后表示能为小
涵申请到英国G5院校，小涵
瞬间被名校头衔吸引，与父
母商量后马上签了合同。“之
后就开启了放养模式，态度
比签合同时冷漠了很多，许
多事项都需要我去问，他们
才会做。”今年 9月份，小涵
开始选校了，但是最后定校
时，中介并没有推荐当初咨
询时承诺的G5院校，而是认
为小涵目前背景在今年愈发
激烈的竞争中很难申请到
G5 院校。最后小涵没有因

中介说辞妥协，宁愿加钱去
增加申请学校项目，也不愿
意错过好的学校。她说：“因
为之前有朋友选择了更稳妥
的学校，但出国后才发现，比
朋友条件差的同学却申请到
了比她更好的院校。”

除了留学申请，部分留
学中介还提供语言培训和
背景提升等延伸服务。有
部分学生反馈，在签了机构
后，中介会建议他们选择自
家机构的语言培训班，因为
老学员报语言培训课程的
费用会有打折优惠，同时，
针对部分学术研究、实习经
历少的学生，他们还会推荐
付费实习或科研项目，包括
国外藤校教授的学术项目
和一些知名企业的实习项
目。而这些项目收费少则1
万元，多则五六万元。

现准备申请英国学校的
邱同学在大一的时候就签
了留学机构，留学机构也为
经验不足的她推荐了很多
收费的项目资源，但是如今
已经大四的她却庆幸自己
没有被中介的三言两语“攻
破防线”。“学术研究方面，
我更建议大家找学校的老
师‘要’项目做，因为这更加
靠谱，参加大型比赛拿奖和
发表论文的机会也不小；大
厂、500 强实习也没有中介
描述得那么难找，随着你的
经验越来越丰富，这些实习
也没有如此遥不可及。”邱
同学表示，总的来说，建议
同学们在能力范围内，自
己先尽力尝试提升背景，
如果临近申请半年，背景
还不理想，再找中介提升
也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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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
孙唯、通讯员李适雅报
道：近日，英国文化教
育 协 会 正 式 公 布 了
2022 年雅思相关考试
的日期。

目 前 ，正 式 公 布
2022 年雅思和用于英
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
纸笔考试全年考试日
期 共 计 50 个 ，雅 思 和
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
的雅思机考 1-6 月考
试日期共计 181 个，并
附各场次报名截止日
期、准考证打印日期和
成绩单寄送日期。其
中 2022 年 1-6 月雅思
和用于英国签证及移
民的雅思纸笔考试、机
考从 9 月 29 日起接受
报名；2022 年下半年雅
思和用于英国签证及
移民的雅思机考日期
和纸笔考试报名的开
放时间将另行通知。

考 生 可 注 册 并 登
录教育部考试中心雅
思报名网站（ielts.neea.
cn 或 ielts.neea.edu.
cn）查看具体安排，并
进行在线报名。同时，
雅思官方在中国 43 个
城市建设了 110 个纸笔
考 点 及 28 个 机 考 考
点，让考生们可以就近
考试。

2022年
雅思考试
日期公布

可以查看留学服务机构是否在“白名单”内

？

黄宇亨在比赛现场

黄宇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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