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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使中国人才流失的问题日益凸显。通过对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的学习经

验感知进行探究发现,中国文化与汉语是吸引其前来的重要动力;尽管在学段和专业方面存在差异,但来华

留学政府奖学金生学习过程的整体满意度较高,收获了预期的内容;毕业后的回流意向明确。从人才流动的

视角反思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政策得出,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世界人才的培育贡献了巨大力量,有力推动了

世界人才环流。但同时此种借助资本换取人才的策略所产生的社会综合效益较低,政治和文化的外交意义

仍是发展来华留学教育的轴心。因此提升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及完善相关政策是吸引人才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政策;学习经验感知;人才环流;人才流失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日益深入,国际间教育交流

趋于频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高
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彰显了一定的国际

影响力。中国作为诸多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留学生源

国,出国留学人数累积高达458.66万人[1]。截止

2018年底,来华留学生数量已增至49.22万人[2],
约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0%,中国已是亚洲最大的

留学目的地国家,并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的世界

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尽管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放

程度不断提升,但就留学教育服务始终处于逆差状

态[1]。换言之,中国面临人才流失的问题。
(一)公众提出的问责

为应对人才的流失,中国政府着力吸引本国留

学生回流及外国学生来华留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服务于国家建设。
一方面,中国政府颁布了多项回流政策,大力推行海

外人才引进计划,明确指出为留学归国人员提供多

方支持。上述政策初显成效,十八大以来,留学回国

人数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3]。同

时,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事业有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树立良好的大国形象,并能够吸引外国青年

人才来华以促进本国发展。因此,中国政府通过多

项政策着力吸引外国学生来华留学。
自2000年颁布《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

规定》起,到201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

生管理规定》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中国政府在建立和完善来华

留学生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增加中国

政府奖学金数量,从而扩大了来华留学生的规模。



同年,《留学中国计划》明确指出注重来华留学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打造中国教育的国际品牌。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布,为发展来华留学教育提供

了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2016年发布的《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着力将中国打造成为深受沿

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实施“丝绸之

路”留学推进计划,专设“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

金。2017年颁布的《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

办法》,提出要保障中国政府奖学金数量规模的扩

大,一方面鼓励地方政府和高校设立国际学生奖学

金,同时借助社会力量发展和健全形式多样的奖学

金体系。
尽管上述政策极大促进了来华留学教育事业的

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来华

留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柱。中国政府人才培育的策

略是借助资本,提供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激励吸引留

学生来华就学,即凭借资本换取人才[4]。近年来,中
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资助总额大幅提升,享受中国

政府奖学金的来华留学生比例不断增加,但公众对

来华留学生的培养质量产生质疑[5]。更为重要的

是,来华留学教育经费的巨大投入能够产生何种效

益? 能否能有效回应本国人才流失的问题?
(二)学理探讨的不足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大量学者对出国

留学政策的关注度较高,换言之,对来华留学相关政

策的探讨略显不足。已有研究较多关注来华留学政

策发展的历程和趋势,或对政策变迁背后的动力机

制加以分析,从而指出政策中存在的不足,并从理论

层面提出改进的建议,以期推动来华留学教育的进

一步发展。尽管上述研究为审视来华留学政府奖学

金政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但仍有部分可供深化的

空间。一方面,研究层面较为宏观,注重对政策进行

历时性的梳理,从而概括出政策发展的特点,并且多

从思辨层面讨论应然状况,缺乏一定的实证基础。
另一方面,多将来华留学政策视为整体,鲜有聚焦于

某一具体政策的深入分析;同时基于来华留学教育

具备较强的政治和外交意义,更多学者强调来华留

学政策在扩大来华留学教育的规模方面的积极作

用,而对政策本身实际效果的关注较少。
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研究能够促进来华留学教育

的发展,有利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国际化

水平,因此大量实证研究基于心理学或跨文化交流

的相关理论,探讨了来华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

针对中层的学校管理或宏观的政策制定提出建议。
事实上,关注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经验感知,不仅能够

反映来华留学教育的发展状况,影响中国政府对来

华留学生人才的引进,并潜在影响中国文化软实力

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针对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经验

感知,多数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既包括其来华

的动机和需求,同时将经验感知的内容划分为不同

维度和层次,涵盖生活和学习两大类别,其中前者主

要涉及对学校和社会提供的各项支持服务的体验和

感知,后者包括学习过程中对课程、师生关系、考核

评价方式等方面的看法和满意度。已有研究成果为

了解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经验感知提供了基础,但多

以量化方法为主来呈现数据结果,缺少对数据背后

的原因分析,理论深度仍待加强。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

试图从他们的视角探究其选择来华留学的原因,对
中国大学教育质量的感知和就读经验如何以及未来

就业地区的意向。通过调研,了解来华留学政府奖

学金生的培养现状,以期对公众关注的政府奖学金

投入成效进行回应,并基于人才流动的相关理论对

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政策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和反

思,从而弥补已有研究在学理层面探讨的不足。

二、分析视角:人才流失与人才环流

国际人才流动的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备受关

注,通常包括人才流失(braindrain)与人才环流

(braincirculation)两种分析路径。
(一)人才流失

人才流失是指资源以人力资本的形式实现国际

间转移,多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从发展中国家

流向发达国家[6]。这一概念始于20世纪60年代,
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一种高技能人才从收入相对较低

的国家流入相对富裕的国家以寻求更好的收入、工
作环境或者研究设备的现象[7]。

尽管在全球化语境中,人才流动有助于世界经

济、技术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但高技术人才作

为一种涵盖多重领域的人力资本,发展中国家在教

育方面投入巨大培育的人才被发达国家坐享其

成[8],因而面临人力资本的流失及其引发的诸多问

题,并陷于人才流失与经济发展受限的恶性循环之

中[9]。相反,发达国家成为人才流动的中心地区而

获益更多。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人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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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动力[10];其中人才接收国对创新和对外国人

的开放程度等[11],以及人才输出国在政策福利等相

关方面的不足等[12]因素均能引发人才流失;而微观

层面个体的职业选择也会发挥作用[13-14]。
(二)人才环流

自20世纪90年代起,学界对人才流动的认识

取向发生转变,不再认为高技术人才的迁移仅具负

面作用,而将其视为人才环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有益于人才输出国与接收国[15]。人才环流有利于

人力资本相对匮乏的国家获得发展,也利于知识经

济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增长[16],而学术方面的人才环

流则能够促进知识的共享与创造[17]。
区别于人才流失的单一线性模式,即高技术人

才从边缘国家流向中心国家,人才环流的作用机制

更为复杂,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18]———一方面,部
分人才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回国发展[19];另一方面,
尽管部分高技术人才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选择移居

国外,但他们能够把在接收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转

移到输出国,同时维持在接收国形成的社会关系及

专业网络,为输出国提供多个层面的支持[20]。全球

化背景下经济的开放性,如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吸

引人才的政策[21],以及移民壁垒的降低[22]均利于

人才环流的出现。此外,个体与家庭的联系以及文

化的亲缘性使其更愿意回流[23]。

三、数据的收集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来了解来华留学政府奖

学金生的学习经验感知。在前期访谈的基础上,设
计了调研问卷,在获得相关专家的咨询反馈意见后,
对问卷进行修订并随机选取了20名来华留学政府

奖学金生加以测试,从而确定了问卷的最终版本。
问卷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来华留学研究

生的基本信息,包括院校、专业、学段、国籍等;第二

部分包括来华留学的动机与留学收获;第三部分涉

及培养过程的主要环节,包括导师配置、课程设置与

内容、教学方式与语言、评价方式以及学术交流活动

五个方面;第四部分主要针对就业意向。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从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

院校名单包括的208所院校中选取了78所高校发

放了问卷[24],包括31所“985工程”高校(39.74%),
23所“211工程”高校(29.49%)和24所非“211工

程”高校(30.77%),从而涵盖不同层次高校的留学

生。因此,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能够较为全面地

呈现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的学习经验感知。在每

所高校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发放50份问卷,共计

发放问卷3900份,回收问卷3538份,其中有效问卷

335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1%。有效问卷中包

含了不同类型的人才,按学段分,硕士研究生2428
人(72.3%),博士研究生931人(27.7%);按专业区

分,人 文 专 业 564 人 (16.8%),社 科 1364 人

(40.6%),理 科 685 人 (20.4%),工 科 746 人

(22.2%)。随后将有效数据导入SPSS,对调查结果

做描述分析。

四、研究发现

研究表明,来华留学研究生在华学习期间的整

体满意度较高,收获较大。中国文化及汉语是最为

重要的留学吸引力,并在语言的提升和文化的了解

方面高于专业知识的获取;其中对导师配置最为满

意,对学术交流活动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在完成学业

后,回国发展的意愿更为强烈。
(一)中国文化与汉语的吸引力

留学生选择来华留学主要受到中国文化(52.
3%)的吸引,如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悠久的文明历

史等。其次是学习汉语(52.1%)的吸引,如学会汉

字的书写,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等。排名第三位

的是留学费用低(25%),较低的留学成本也构成了

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其他的吸引力依次为专业排名

情况,导师的学术影响力,奖学金资助以及英文授

课,但选择人数均小于25%。
(二)留学收获

如表1所示,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的留学体

验整体满意度较高,在学习收获方面,不仅学习了中

国文化,提升了语言能力,也获得了预期的专业知

识,其中中国文化的学习与语言能力的提升高于在

专业知识方面取得的进步。同时,来华留学研究生

群体内部在学段及学科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博士留

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学习以及专业知识的进

步,均显著高于硕士留学生。学科专业为“人文”“理
科”和“工科”的留学生认为自身在专业知识的获得

方面高于“社科”专业的留学生。针对语言能力,硕
士留学生较博士留学生的提升更大;人文和社科专

业的留学生比理科及工科专业的留学生提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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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的学习收获

维度 整体收获 硕士 博士 学段差异 人文 社科 理科 工科 学科差异

学习

收获

中国

文化

1.65
(0.611)

1.68
(0.605)

1.57
(0.623)

0.11***
1.62
(0.583)

1.67
(0.622)

1.66
(0.620)

1.61
(0.595)

1.544

语言

能力

1.75
(0.689)

1.72
(0.650)

1.83
(0.790)

-0.11***
1.60
(0.607)

1.71
(0.655)

1.86
(0.737)

1.80
(0.733)

16.796***

专业

知识

1.92
(0.720)

1.97
(0.732)

1.77
(0.678)

0.20***
1.83
(0.683)

2.02
(0.745)

1.87
(0.695)

1.84
(0.699)

15.486***

  (三)学习过程满意度

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学习过程满意度主要

表现在导师配置、课程设置与内容、教学方式与语

言、评价方式以及学术交流五个方面,其中对导师

配置的满意度最高,而对学术交流活动的满意度

相对较低。同时,在不同的学段和专业之间,来
华留学研究生的满意度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如
表2)。

表2 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学习过程满意度

维度 整体满意度 硕士 博士 学段差异 人文 社科 理科 工科 学科差异

导师配置

导师学

术水平

1.64
(0.671)

1.69
(0.666)

1.45
(0.613)

0.24***
1.60
(0.662)

1.67
(0.674)

1.59
(0.650)

1.53
(0.604)

6.625***

学业

指导

1.84
(0.776)

1.91
(0.763)

1.65
(0.742)

0.26***
1.82
(0.733)

1.93
(0.795)

1.74
(0.752)

1.74
(0.733)

13.519***

课程设置

与内容

学习

内容

2.01
(0.814)

2.02
(0.783)

1.98
(0.885)

0.04
1.94
(0.764)

2.05
(0.801)

2.01
(0.889)

1.99
(0.817)

2.068

课程

设置

2.06
(0.818)

2.10
(0.809)

1.94
(0.814)

0.16***
2.06
(0.785)

2.14
(0.840)

2.03
(0.863)

1.95
(0.744)

7.968***

教学方式

与语言

教学

方式

2.06
(0.765)

2.10
(0.748)

1.96
(0.802)

0.14***
1.94
(0.685)

2.11
(0.766)

2.05
(0.806)

2.06
(0.750)

5.764***

教学

语言

2.12
(0.827)

2.16
(0.806)

2.01
(0.869)

0.15***
1.92
(0.704)

2.17
(0.815)

2.13
(0.880)

2.15
(0.850)

11.673***

评价方式
2.07
(0.741)

2.10
(0.731)

2.00
(0.757)

0.10***
2.04
(0.739)

2.11
(0.755)

2.03
(0.729)

2.03
(0.709)

3.045**

学术交流
2.21
(0.965)

2.25
(0.933)

2.07
(1.030)

0.18***
2.18
(0.859)

2.24
(0.957)

2.18
(0.985)

2.20
(1.030)

0.705

  在导师配置方面,绝大多数来华留学政府奖学

金生对导师的学术水平表示认可,对导师提供的学

业指导感到满意。其中理科与工科专业的留学生较

人文与社科专业的留学生的满意度更高,博士留学

生的满意度明显高于硕士留学生。
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生整体非常认可所在高校

的课程设置,并认为学习内容使其获益较大,满意度

较高,博士留学生的满意度均高于硕士留学生。就

课程设置,不同专业的留学生之间满意度呈显著差

异,即工科高于理科,并高于人文专业,而社科专业

的满意度最低;就学习内容,人文类专业留学生的满

意度明显高于社科及理科专业的留学生。
数据表明,中文(54.5%)仍是授课主要使用的

语言。其中硕士阶段以汉语为主,博士阶段则使用

汉语或双语教学;人文社科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
而理工科则更多使用双语或汉语。尽管教学语言的

使用存在差异,但大多数学生(76.6%)认为在课程

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听懂教师授课所使用的语言,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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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人文专业的留学生较其他专业的留学生适应程度

更高。就教学方式而言,79.5%的学生表示认可和

喜欢,同时学习人文专业的留学生其满意度显著高

于其他专业的留学生。
绝大多数的留学生(80%)认可所在高校的评价

方式,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学段的留学生均呈现出较

高的满意度。来华留学研究生所在高校为其提供了

较多的学术交流活动,如学术研讨会、学术沙龙等,
留学生整体(70.2%)呈现出较高的满意度,在专业

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博士生对评价方式和学术

活动的满意度均高于硕士。
(四)就业意向

对来华留学研究生毕业后就业意向进行分析发

现,尽管部分学生倾向于在中国就业,但回国发展意

愿较为强烈的留学生人数约占整体数量的50%,回
流意向明确。其中,博士回国就业的意愿较硕士强

烈(皮尔逊方差值为46.188,p<0.01);理科及工科

专业的留学生回国就业意愿显著高于人文及社科专

业的留学生(皮尔逊方差值为71.681,p<0.05)。
整体而言,留学经验感知整体呈现出积极正向

的特点,但在学段和学科专业之间存在差异。就学

段而言,博士留学生在多个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硕

士留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博士阶段的学业任务

更重,需要导师提供多方面的学业指导,因此其专业

知识也获得了较大提升。针对学科间的区分,理科

及工科专业的留学生满意度高于人文类专业的留学

生,而社科类专业留学生的满意度最低。这一方面

受到中国的学科知识发展水平与国际化程度差异的

影响,另一方面受制于学科自身特点以及研究范式,
因此呈现出不同学科专业之间满意度的分化。

五、讨论和分析

基于人才流动的两种分析路径对中国政府奖学

金政策进行深入分析,整体而言,中国在国际人才环

流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

象并提升了国际影响力。但对国内的社会综合效益

仅体现在人文外交方面,仍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应
当从根本上提升来华留学教育的质量,并完善相应

的配套政策。
(一)共同繁荣的重要力量

中国政府通过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为来华留学

研究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留学支持和吸引,符合共同

繁荣的国际趋势,在国际人才环流的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1.中国提供的留学吸引

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国家,在吸引来华留学研

究生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拉力。首先,随着中国综合

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希望通过留学生活,
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学习汉语,因此中国文化和

汉语是根本的动力。其次,中国政府发布的《留学中

国计划》及“一带一路”倡议等多项政策,增加了留学

生来华学习的机会,并且设置种类多样的奖学金,如
“中国政府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等,为留学生的

学习生活提供支持和保障。另外,中国高校也注重

提升来华留学教育服务的质量,在培养留学生方面

做出了调整。一方面,除了开设中文课程,满足有一

定汉语基础的留学生的学习需要,还提供英文留学

项目,开设英文课程,并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采用双

语教学帮助留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从
而实现专业知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为留学生

提供专门的培养计划,并根据留学生自身的具体情

况加以调整。
从留学生个体层面来看,留学过程中其自身形

成的经验和感受是实现国际流动的重要因素,尤其

是在留学目的国接受教育的质量和满意度[25]。研

究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研究生在中国文化及语言能力

方面获得的发展与预期相符,认可学校的专业排名

和导师的学术水平,在华学习的满意度整体较高。
另外,尽管留学生活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多数来

华留学研究生认为能够较好地适应留学生活,形成

良好的社会交往,并有一定的比例(16.2%)的留学

生表示出在中国就业的意愿。因此,中国政府为来

华留学研究生提供的留学服务整体较好,有利于未

来吸引更多的留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既能够弘扬

和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为世界人才的培育贡献力量。
2.符合世界共同繁荣的趋势

来华留学研究生在中国接受较为满意的高等教

育,约有半数留学生倾向毕业后回国就业。从人才

环流的视域出发,中国政府提供的来华留学教育服

务有利于留学生生源国与中国双方的发展,符合国

际化背景下共同繁荣的趋势。
首先,人才环流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

中国文化的传播。来华留学研究生就读经验的满意

度高,有助于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在人才环流

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和深化。同时,来华留学教育在

·77·赵 彬,等:对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政策的审思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文化外交的需要。学习中国文化

及汉语是吸引留学生前来中国学习的强有力的因

素,并且在学习过程中增进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

了解,也提升了自身的汉语水平。来华留学研究生

作为文化使者,使中国文化通过人才环流得以广泛

传播,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并

且人才环流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国际流动,使各国文

化相互碰撞交融,丰富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
其次,在当前的技术轴心时代,知识和技术是整

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26]。因此,如研究结果所

示,来华留学的博士研究生,尤其是作为高技术人才

的理科及工科博士生,毕业后更倾向回生源国就业,
为其发展提供知识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在知识经济

时代,人才环流不仅有利于世界知识经济的增长,推
动学术知识的共享与创造,更能够促进高技术人才

相对匮乏的国家获得一定人才并谋求发展。即使部

分来华留学研究生选择在中国就业,但他们在中国

获得的以及与生源国维持的社会关系和专业网络,
有利于他们将在中国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进行转

移,从而促进生源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

政府提供的来华留学教育服务,是对其他发展中国

家在科技和人才方面提供的强有力的帮助。
(二)社会综合效益较低

已有研究主要将发展国际留学教育的效益分为

政治、文化、经济和教育四个方面[27]。来华留学政

府奖学金政策为来华留学人才培育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支持,中国塑造和诠释了自身文明开放、合作共赢

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因此可以肯定来华留学政府奖

学金政策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产生的效益。但立足于

本国的人才发展及国家建设,其他方面的效益仍显

不足。
1.政治和文化效益为轴心

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政策在政治及文化方面发

挥了较大作用,推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交

流和传播,促进了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相互交融;
同时,发展留学教育作为一项国际政治投资,有利于

培育和创设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28],特别是在当前

“一带一路”倡议的引导下,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学

生提供来华留学的机会,为中国创设了良好的国际

生态环境。
总的来看,人文交流是我国外交战略的三大支

柱之一,我国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事业,尤其着力提供

政府奖学金资助来华留学研究生,其本质服务于国

家发展的外交战略。究其根本,来华留学教育服务

作为宣传和树立国家形象的途径和手段,主要目标

为培养“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人才,其重要的政治

外交意义使得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更为关注数量规模

的扩大,而更为重要的培养质量和专业知识的提升

则相对弱化。因此,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政策亦服

务于此项目标,注重该政策产生的政治和文化效益。
2.经济和教育效益不足

但如何增强来华留学教育服务所产生的社会综

合效益,从而回应民众的问责,仍是中国政府亟需解

决的重要问题。具体而言,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的

经济效益和教育效益仍有待提升。
国际经济竞争的渐趋激烈,人才争夺的问题日

益凸显。从经济角度来看,在来华留学教育服务方

面投入大量的经费,提供强有力的政府奖学金支持,
其目的在于吸引人才和技术。为应对人才流失的问

题,中国政府通过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吸引留学生

前来和引导中国留学生回流。中国政府颁布了多项

吸引中国留学人员回流的政策,累计已有313.2万

名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3]。总体来

说,留学归国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人才流

失的状况。但反观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政策的实

效,我国来华留学教育的作用更多服务于人文交流,
亦如来华留学研究生更看重中国文化与汉语的吸引

力,在专业知识方面的收获远不及文化与语言的提

升;半数及以上的研究生倾向于回国就业,我国仍处

于人才流失的境地,其中博士留学生的归国意愿更

为强烈,高层次留学生的流失使我国前期人才培养

的投入与后期的收益出现断裂和失衡,没有充分释

放来华留学教育服务所产生的教育红利[29]。
仅就教育而言,来华留学政府奖学金政策能够

吸引相当比例的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国

内高校朝向国际化发展,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水平[30]。但已有研究表明,多数高校对留

学生采用分离管理的模式,如为留学生单独提供宿

舍、图书馆,专为留学生开设英文课程等[31-32]。此

种管理和培养模式将留学生与本国学生相区分,使
本国学生与留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不足,导致来

华留学研究生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未能使本国学生直接受益于高等教育

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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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依靠大幅增加来华留学教

育预算,提升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助力度和范围,对
于发展来华留学教育以及社会综合效益的作用较为

局限,影响力的持续性较弱。而改变当前我国留学

教育产业竞争力不强的局面,完善配套政策,才能够

有效吸引来华留学研究生人才。首先,在建设“双一

流”的背景下,打造“留学中国”品牌,以学校和学科

实力吸引高质量人才来华留学,籍此作为赢得人才

争夺战的重要途径,而非仅借助中国文化与汉语作

为吸引的拉力。要注重发挥部分优势学科的作用,
如中医等,使来华留学研究生在华学习的过程中能

够在专业知识方面获得更为有效的提升。同时建立

起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加强质量的管控并

重视来华留学研究生取得的学业成就[33]。其次,应
当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可以与其他国家签订协议,
发展学历、学分互认,为来华留学研究生在学习方面

提供更多保障;同时为吸引来华留学研究生毕业后

在中国工作,应当对实习、就业、创业等一系列政策

进行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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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deringonChina’sGovernmentScholarshipPolicyforInternationalStudents:
Basedontheperceptionfromthelearningexperienceofinternationalpostgraduates

ZHAOBin,LIUShuiyun

(FacultyofEducation,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

Abstract:WiththeprogressofinternationalizationofhighereducationinChina,theproblemofbraindrainhasbecome
increasinglynoticeable.Afterastudyontheperceptionfromthelearningexperienceoftheinternationalstudentswhoenjoy
China'sgovernmentscholarships,theauthorsfindthatthemostappealingfactorstothestudentsareChineseCultureand
Chineselanguage.Despitethedifferencesinschoolingphasesandprofessionallevels,theoverallsatisfactionoftheinternational
studentsinChinaisrelativelyhighandwhattheyexpectedhavebeenachieved.Inaddition,theirwillingnesstogohomeafter
graduationisstrong.AfterreviewingtheChina'sgovernmentscholarshippolicyintheperspectiveoftalentmobility,the
authorsconcludethatthegovernmentofChinahascontributedalottotheworldtalentcultivationandpowerfullyfacilitatesthe
globalbraincirculation.However,thecomprehensivesocialbenefitfromthe“capital-for-talent”policyislow,andthe
political,culturalanddiplomaticsignificanceisstillthecoreforthedevelopmentoftheinternationalstudenteducation.
Therefore,theauthorsbelievetheeducationqualityupgradingandtheimprovementofrelevantpoliciesforinternational
studentsremainasimportancefactorstoattractoverseasstudents.
Keywords:China’sGovernmentScholarshipPolicyforInternationalStudents;perceptionfromlearningexperience;brain
circulation;braind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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