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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归职场生态：《2012 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期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2011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 33.97 万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同时，2012 年中国留学生"回流"人数已达 23.03 万人次，累计回国人数达 104.87 万人次，

中国留学生的"新回国潮"已经到来。

海归收入差距显著工作经验成主因，启德国际教育研究院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新的"回国潮"冲击之下，超过 70%的中国留学生

都选择回国就业。调查显示，中国海归回国后第一份工作的年薪普遍不高，其中 36.5%起薪不足 4万，67.2%起薪不足 6万。有部分受

访者表示，回国后找工作并不容易，想要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大型国企和科研机构的难度越来越大，自身对薪酬的要求也趋于理性。

海归的收入差距更是十分明显，决策层与普通职员的年收入差距近 30 万。调查显示，大部分海归都是平均年收入为 8.3 万的普通白领;

少部分人成功考取公务员，平均年收入为 14.6 万;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进入知名企业或机构担任主管、经理级别的重要职位，平均年收

入可达 22.3 万;而能够进入决策层，成为公司 CEO、合伙人、企业主，年收入高达 45 万以上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造成海归收入差距显著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个人背景、性别、工作性质、工作年限等等。在此次调查中，美国海归的起薪普遍较

高，近 50%的年薪都超过 6万，高于平均水平;拥有世界百强名校背景海归目前的平均年薪是 20.9 万，高于普通院校 12.6 万;外企海

归目前的平均年薪为 18.8 万，高于就职于私企的海归约 7万;男性海归的平均年收入也明显高于女性，两者差距 9.2 万。

广东高考成绩放榜 26 日起填报志愿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 25 日公布了今年广东普通高考成绩和各批次院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其中第一批本科院校最低分数线中文科

类总分为 594 分，理科类为 574 分，26 日 12 时起，考生可在网上填报志愿。

广东高考其他批次院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中，第二批本科院校 A线中，文科类为 546 分，理科类为 516 分；二批本科院校 B线

中文科类为 498 分，理科类为 480 分；第三批专科院校中 A线的文科类分数为 430 分，理科类为 400 分；第三批专科院校中 B线中，

文理科均为 300 分。

此外，华侨大学“三侨一台”本科预科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文科类总分为 574 分，理科类总分 554 分。

25 日 12 时起，考生可以查询到自己的分数线。

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广东继续实行考后知分填报志愿，同时继续在文科类、理工类的第一批本科、第二批本科(含

B类)院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

全球最具潜力大学排行榜公布 中国内地无一上榜

中新网伦敦 6月 19 日电(记者 周兆军)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19 日公布 2013 年全球最具潜力大学排行榜，建校仅 27 年的

韩国浦项科技大学排名第一，中国内地高校无一上榜。

在这个共有 100 所大学的榜单中，香港有 4所院校上榜，而且都在前 40 名之内，香港科技大学排名第 4，香港中文大学排名第 12，

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分居第 18 和第 34。

台湾有 5所大学上榜，排名最前的是台湾中山大学，位居第 37，另外 4 所分别是：台湾科技大学(第 45)、中正大学(第 90)、元

智大学(第 94)、阳明大学(第 98)。



这项排行榜的评选对象是全世界的“年轻”大学，入围者都是建校时间少于 50 年的大学，众多历史悠久的世界名校均不在此列。

中国内地之所以无一上榜，原因之一是内地实力较强的高校大多数具有较长的历史，因此不在排名范围之内。

今年全球最具潜力大学排名前 10 位的依次是：韩国浦项科技大学、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香港科技大

学、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荷兰马斯垂克大学、英国约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巴黎第六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

这个榜单的排名主要依据学校的 13 项指标，包括创新能力、教学质量、研究成果、论文被引用次数、国际声誉等。

这是《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第二次进行全球最具潜力大学排名，韩国浦项科技大学连续两年排名第一，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

也从去年的第 5位上升至今年的第 3位，显示出韩国在高等教育领域惊人的崛起速度。共有 4所亚洲大学在本次排名中位居前 10，对

欧美高校形成冲击。

负责这项排名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编辑菲尔·巴蒂表示，这个榜单显示，“传统名校不能继续躺在历史和传统上睡大觉”。

只要有正确的策略和足够的支持，仅仅几十年就可以培育出一所杰出的大学。这对西方世界也敲响了警钟，如果没有足够的投资、创

新和远见，东亚地区的大学很快就会冲击西方传统名校的地位。

《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从 2004 年开始举办世界大学排名活动，其各类榜单已成为颇受全球高等教育界关注的参考指标。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留美博士 92%留在美国 高端人才流失严重

《纽约时报》引述权威数据揭示：2002 年在美国拿到科学或工程的博士的外国留学生，到 2007 年仍然留在美国的比例为 62%。其

中，各国留学生留下来的比例不一。

中国的博士有两千多留下，占中国留美博士的 92%，比例高居各国第一。印度的博士有六百多留下来，占 81%，排在第二位。加拿

大的博士有 55%留下，排第三。第四是德国博士，52%留下。中国台湾地区的博士有 43%留下，居第五。接下来的名次是土耳其（42%）、

韩国（41%）、日本（33%）、墨西哥（32%）、巴西（31%）、泰国（7%）。

留学生出国深造是好事，问题是这些在美国取得科学与工程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找工作——获得签证

——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据去年媒体报道，只有接近 50 万的留学人员回到了祖国，并且出现留学人才的学历越高、

专业越热门，回归比例越低的现象。根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最新统计，2009 年底在美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达超过 10 万，是美国最大



的留学生群体，其中博士生占 33%。而据国际经合组织的一份统计，1990 至 1999 年间在各国经济发展最急需的科学和工程领域，非

美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留在美国的平均比例大约 47%，中国大陆留学生博士滞留美国比例却为 87%，韩国只有 39%。

要知道，毕业后的五年对一个人的事业有定型的作用。五年的时间，大致使一个人从新雇员上升为资深人士，站稳脚根。毕业五

年后仍然留在美国，预示着未来多半也将留在美国。

北京市人保局:毕业生落户北京政策进一步缩紧

5月 3日，北京市人保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为了进一步调整北京市人才队伍年龄结构，今年北京市将缩紧非京籍应届生落户限制。

原则上，市属各用人单位在引进落户的非北京籍应届生生源上，本科生不超过 24 岁、硕士生不超过 27 岁、博士生不超过 35 岁，所学

专业与接收单位的主营业务和工作岗位要求一致。

作为外埠人才进京落户的渠道之一，市属用人单位一直是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的重要选择。据悉，这一渠道的引进重点是连续升学、

初次参加工作的年轻应届毕业生，而不是有长期工作经历、在职就读的人群。此前，北京市引进落户的非北京生源高校毕业生，原则

上要求毕业当年不超过 35 岁。

欧盟发表报告呼吁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新华网布鲁塞尔 6月 18 日电 欧盟高教现代化高级别小组 18 日首次发表报告，呼吁欧盟高校教学与研究并重，要求各界采取

切实措施提高高校教学质量。

报告指出，高校有研究和教学两大功能，但目前欧盟高校过于重视研究而轻视教学，使得教学质量下降，毕业生素质不够高，影

响了欧盟整体创新能力。报告认为，在欧盟陷入经济危机的今天，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更为重要。

报告提出了 16 条建议，包括欧盟和各国政府要大力支持高教现代化工作，加强高校教师教学能力的培训，提高学生的创业和创新

能力，建立欧盟教学研究院等。

欧盟高教现代化高级别小组由欧盟委员会于 2012 年 9 月成立，旨在为欧盟高教现代化提供咨询。按计划，该小组将于明年 6月发

表如何在数字化时代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



美国本科招生申请重大变革 对中国学生大摸底

中国广播网记者在 6月 25 日学美教育举办的“2013 美国本科申请表格重大变革信息研讨会上”了解到：即将于 8月 1 日启用的

新申请平台，从框架、模式到内容都进行了重大变革，申请美国本科留学的中国学生将面临新的挑战。

美国大学通用申请，简称 CA，是美国本土及国际申请者一站式完成大学申请材料的公用申请平台。CA 自 1975 年由 15 所美国大学

联合设计启用，意在简化美国大学本科申请步骤，目前有超过 500 所的美国大学在使用 CA 进行申请，包括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在内

的绝大多数美国本科名校。今年 8月 1日即将启用的第四版 CA 将发生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如首次接受信息修改、开创性使用个性智

能化的问题呈现方式以及推荐信表格等都有全新变化！另据公开数据表明，2012-2013 年，中国学生有超过 2万人使用 CA 进行美国本

科申请，中国是目前国际生 CA 使用率最高的国家，占到 32%左右。

张恒瑞先生表示，美国大学倾向于招收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因此这次的 Essays 的改革是最彻底也最能体现美国大学招生的实质

需求。以往的申请作文题(Essays)题目，使一些写作能力和英文使用水平较好的学生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可能仅是写了一些与自己

无关的人事物，但却靠着特别精彩的文笔打动了招生官而被录取。但这次新版的通用申请表中，申请作文题(Essays)的题目设置杜绝

了这个一直被垢病的问题，藉着有深度的题目使学生的思想、观点和心智成熟度在回答中得到最大化展现，更加凸显了公平和客观，

有助于招生院校透过申请作文的回答深入全面地了解申请者，录取到自己最满意的人选。

“机器苍蝇”首飞成功

扇动性能最好的飞行机器人翅膀，一秒钟内可拍打 120 次，几乎就像真的苍蝇一样。

苍蝇可以轻易地避开苍蝇拍，也可以停在随风飘摇的物体表面上。一些研究表明，昆虫翅膀扇动时的微小变化，可以产生足够的

扭转运动，使得它们能快速转弯。在实验室里，科学家开始制造机器人模仿昆虫飞行。虽然这可以更好得理解昆虫飞行的细节，但实

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尽管没有参与此次试验，但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生物工程师迈克尔•迪金森（Michael Dickinson）表示：“多

年来，人们一直在试图打造这样的拍打器械。”

根据飞行动力学，阻力和摩擦力对小规模元件影响很大。因此，很多大型机器人的组件，比如齿轮和滑轮就无法适用于微型飞行

器。



哈佛大学的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和同事不得不即兴创作组件，来提升微型飞行机器人的主干、翅膀和飞行肌的性能。他

们将具有压电性能的陶瓷材料运用于飞行肌，这意味着材料可以随着磁场变化而进行伸缩。研究者在碳纤维骨架上植入两组飞行肌，

通过塑性铰将它们连接在骨架的顶端，且每组器件都只有硬币那么小。振荡电场使得压电性肌肉收缩，让翅膀拍打起来。通过改变电

场的强度或频率，可以使飞行机器人以不同的强度和频率拍打翅膀。研究人员编写的程序可阐明机器人实时视频所传达的信息，还可

以指挥翅膀何时扇动。

伍德和同事整整花了十年，才让一个机器人飞起来。伍德说，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凌晨 3点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发邮件给

他，告诉他“一个超酷的视频”。讲的是一个机器人起飞，盘旋和短暂的飞行过程。自那以后，研究者们就制作了无数个原型，不断地

对它们进行改进和测试。性能最好的飞行机器人翅膀，一秒钟内可拍打 120 次，几乎就像真的苍蝇一样。机器人大约需要 19 豪瓦特的

能量，相当于同等大小昆虫飞行时消耗的能量。研究者表示，在机器人坠落之前，它可以盘旋，定点前进后退，在空中停留 20 多秒。

来源：环球科学

“人大女神”走红被指抢生源新招 网站一度瘫痪

“人大女神”走红 抢生源出新招？

6月 23 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网站主页发出一幅美女毕业生单人照，在网上引发关注，网友称该女生为“人大女神”。人民大学

网站的访问量短时间内急速上升，一度瘫痪。

网友称“这样的大学怎能不吸引宅男”

由于正处高校招生季，许多网友猜测，各大高校将纷纷亮出绝招抢生源。对于“人大女神”，有网友说：“这样的大学，怎能不吸

引宅男”，还有人大校友在网上称：“这位女生确实代表了母校女毕业生的优雅气质与清纯形象。”

据了解，该女生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低音提琴专业的康某，同学们都称呼她为“康康”。毕业照曝光后，她的很多私人

照片也开始在网上流传。

专业摄影师操刀，“人大女神”走红

康同学照片的拍摄者，是中国人民大学 2011 级毕业生毛岩政，他目前是 CFP 的签约摄影师。6月毕业季，常有毕业生请他帮忙拍

毕业照，今年他便答应了学妹康康的请求。



据毛岩政介绍，6月 23 日下午，康康身穿人民大学专有的红黑相间学士服，毛岩政从人民大学西门开始为她拍毕业照。一下午，

从西门开始，途经校园内各景点，一直到东门，一共拍了三四百张。其中，两人最满意的有两张，一张是在人大西门口，康康回头看

相机，长发飘起的一张；另一张是康康在明德楼前抛学位帽的照片。

部分高校网站开打“美女牌”

同济大学网站主页的图片是六名身着学士服的男生，被众网友拿来与“人大女神”对比，被吐槽最多。

网站主页打美女牌的，除了人民大学，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办)和中国政法大学。北外的网站主页是一名长发飞扬、满眼笑

意的可爱女孩，政法大学网站主页的滚动图片栏里也有一位身着学士服的端庄女生。

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以校园美景著称，其网站主页均是校内的知名建筑。还有一些高校的网站主页是近期学校

的新闻图片，例如，复旦大学。相比之下，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网站主页略显严肃，整个网站主页以文字为主。

来源：新京报

【前沿】

学术本位：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意涵

大学的组织特性要求大学在逻辑上奉行学术本位，大学制度的变革必须遵循学术本位这一大学根本逻辑。现代大学制度实质上就

是基于学术本位的大学制度。以大学的学术本性或学术本位为制度建构的基点，同时也以此为制度实践的归宿，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

基本意涵。无论如今的大学及其所处的环境如何复杂，大学制度显现出如何复杂的制度特征，学术本位都是大学制度改革的不变法则。

当前我国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就要以尊重、维护和促进学术本位为根本的指导原则。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现状

现代大学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原国家教委王冀生研究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中较早提出了“现

代大学制度”概念⋯。2001 年，((现代大学教育》首期开设“学者沙龙”，专门讨论现代大学制度问题，拉开了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序

幕。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颁布后，提出了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方案和方向，引起了现代大

学制度研究的高潮。学界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何为现代大学制度，一是如何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关于

第一个研究主题，研究者从“域外视角”、“历史视角”、“本土论视角”、“建构论视角”、“效能论视角”、“规则论视角”等若干视角，



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进行解析。关于第二个主题，研究者亦见仁见智，如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和建立科学的大学内部

运行及管理机制；坚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经典大学理念，皈依大学精神；尊重大学的本质和逻辑；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协调大

学权力关系；引入市场思维和借鉴企业模式；立足我国本土，尊重文化传统和体制环境。

二、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遍所指

大学制度的意义在于维系大学的价值基础。大学的价值则体现于大学的功用，即传承与创造知识、促进个体自由和解放、推进国

家和民族进步，以及塑造道德、伦理和价值观的公共标准，引领社会文化的走向等。对于大学制度而言，就是要服务于大学功用的发

挥。由于大学作为一个复杂组织，且大学与环境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关系，大学作为客体一直承载着作为主体的人的不同且不断变化

的期望，所以作为一种反应主客体关系的大学制度，其本身也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当大学制度反应了大学运行的本真逻辑、促进了大

学的功用，便是好的大学制度；反之，当大学制度背离了大学的应有逻辑，不利于大学的功用，则是亟需变革的大学制度。现代大学

制度是对反映大学应有逻辑的大学制度的特定称谓，“现代”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概念。

三、现代大学制度的具体涵括

(一)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普遍元素

中世纪大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对知识的热情使得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相聚，知识成为大学的逻辑起点，自由探索知

识成为大学的基本品性。行会作为大学形成的组织基础，从一开始就珍视独立和自由，为此大学通过与外部权力集团的斗争获得了一

系列自治权。无论是巴黎大学“教师型大学”，还是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型大学”，管理主导权为教学主体所掌握，大学事务以教师与

学生的价值判断和需要为中心¨1，由此奠定了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及教授治校等经典大学理念的基础。在漫长的大学进化过程中，这

逐渐成为世界大学在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主要特征，成为大学要完成教育和文化使命的基本制度条件。雅斯贝尔斯即把学术自由视为“一

个具有超国家普世性特点的不朽理念”哺¨P1 引，即是指学术自由对大学进步的普遍性意义。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表明，凡是较好践

行了经典大学理念的国家，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

(二)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本土元素

将经典的大学理念具体化为大学的制度安排，如果说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普遍共性，任何国家的大学制度体系都必须包含大学自

治、学术自由及教授治校的基本元素，那么现代大学制度在不同国家应反映其本土化需求，这则表现为现代大学制度的特殊性。一个

国家的现代大学制度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而无论是对经典大学理念的重构与超越，还是对本土大学环境的适应与改造，都

是以促进大学学术性发育和学术功能发挥为原则、为目标的。

(三)现代大学制度中的正式、非正式约束

现代大学制度是正式与非正式约束的组合。有学者指出，大学制度在本质上是安排和协调大学中权力、利益关系的一套规则体系，



当它确保大学不同权力、利益主体间达到制衡，大学才能有效运转。这种制衡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逻辑归属“引。在这个规则体系中，

除了诸如法律法规、政策方针、大学章程及一般性的大学规章制度，还存在一些看不见的“规则”，主要是一些约定俗成的大学管理的

传统、习惯，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暂将其称为“潜规则”。“潜规则”并不具有法律规章的刚性作用，但却由于其深入人的潜

意识之中，使人的思想和行为选择发生在下意识之中；或者，在“明文规定”与“潜规则”之间，主体常常更有意识地按后者办事。

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3 年 1 期

【电影】

内容简介：2009 年 6 月 25 日，这可以说是全球音乐界的巨大损失。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 饰），

全球瞩目的流行音乐巨星在这一天就此陨落。原本，计划在 2009 年夏天举行的名为“This is it”告别演唱会，也无法如期与歌迷们



见面。不过，在此之前迈克尔•杰克逊为了此次的演唱会，进行了大量的彩排工作，并亲力亲为的为选曲、编排、舞蹈、灯光等多个环

节把关。整个过程，都被详实的记录了下来。没有了现场的演唱会，导演肯尼•奥特加就利用这些排练片段搭配上天王的传世名曲，为

全球的乐迷们在大银幕上呈现出了一场完全不一样的演唱会。

这不单单是一部纪录片，这是对这位天皇巨星献上的最后的缅怀……用平凡的片段，展现着巨星真实、超越常人的一面。

【书斋】

内容简介：本书应该说是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上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

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 20 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

微观历史研究取向可以引导我们进入城市的内部，茶馆提供了研究下层民众活动的一个重要空间，在那里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他们

日常生活的细节，即使这些细节起来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微语录】

@微言教育：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传授真理，而且向自己的学生传授对待真理的态度，激发他们对于善良事物受到鼓舞和钦佩的情感，
对于邪恶事物的不可容忍的态度。——（前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俞敏洪：环境的改变有的时候对于命运的改变会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不尝试着改变环境，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力在什么地方，
是老虎就应该呼啸山林，是蛟龙就应该盘踞深渊。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改变环境，就可能会老虎进了深渊，蛟龙入了山林，不仅生命受

到拘谨，也永远不可能有龙腾虎跃的英雄气概。

@亚里士多德：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是从学习中得来的，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信念】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村上春树



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无论怎样，我们总是可以淡淡的说，一切都会好的——塞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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