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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ulatrices interdites

2014

Chinois
L’usage de tout système électronique ou informatique est interdit dans cette épreuve.

Rédiger en chinois et en 450 caractères une synthèse des documents proposés, qui devra obligatoirement comporter
un titre. Indiquer avec précision, à la ﬁn du travail, le nombre de caractères utilisés (titre inclus), un écart de
10% en plus ou en moins sera accepté.
Ce sujet propose les 3 documents suivants :
− un extrait d’un article paru dans le « Quotidien du Peuple » du 14 décembre 2012 ;
− deux images parues dans le « Quotidien du Peuple » du 14 décembre 2012 et 21 décembre 2012 ;
− un extrait d’un article paru dans le « Quotidien du Peuple » du 21 décembre 2012.
L’ordre dans lequel se présentent les documents est aléa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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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感觉进了中国班”？
赵晓霞
有一些中国人所知道的国外名牌大学，在国外华人圈里被戏称为“清
华大学” ——清一色华人大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留学生扎堆的
现象，甚至让有些留学生发出“感觉进了中国班”这样的感叹？
有关专家认为，容易出现“中国班”的院校分为三大类：中国学生最
集中的场所，第一类是语言学校。随着中国留学生的快速增长，热门留学
国家的语言学校中，中国学生的比例持续增高，所以这些学校是最容易形
成“中国班”的地方。第二类是一些知名院校，因为中国某些学生和家长
的“名校情结”，造成了越是知名的大学，申请人越多的状况，所以名校
形成“中国班”的概率也越高。第三类是国外一些教学质量较差的大学或
者有招生压力的私立大学，这些大学门槛低、学费便宜，适合一些家庭条
件不是特别好，或者出国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留学的中国学生申请和就读，
因此这些院校的“中国班”概率就更大了。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由于信
息不明确而被留学中介牵着走”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一位家长认为，“对中国留学生扎堆儿的现象，要客观对待，不能一
概而论。出国留学后有没有学到东西，学生的自身能力和综合素质是否得
到提升，这才是关键。”
在美国大学网总裁 Jim Wolfston 看来，一个成功的留学经历应该包括
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社会的深入了解，另一个是对自己学业的认真态度。
他也提到，在中国留学生中，有一种“留唐”现象——学生间依然使用汉
语交流，课后喜欢去唐人街，只在当地华人圈子里活动……他认为，对
“留唐”学生来说，学业是没问题的，但是融入当地社会却比较差。不过
对留学生而言，选择权其实掌握在自己手里，你可以按照以前的学生扎堆
儿的方式获得“留唐”经验，也可以采取全新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综合文
化素养。
对很多家长担心的专业选择扎堆是否会导致就业扎堆的问题，有关留
学专家认为，这两个问题之间并不一定产生必然联系。专业本身的差距就
很大，有的专业需求高，虽然选择学习的人数多，但对就业竞争产生的影
响却不大；但有些行业并非如此，如果选择人数大于市场可吸纳人数，则
可能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
摘选自《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 年 12 月 21 日 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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