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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涨的分数

中国考生的分数远远高于美国考生的平均分。这相当于一个美

国人来参加中国高考，考到了清华和北大的分数线。

即便在美国最顶级的“常春藤”盟校，“中国留学生因造假被退

学的情况每年都在发生”。一位美国名校招生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

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就在不久前，美国西海岸一所名校一年内

“劝退”了 7名中国留学生，其中一半“涉嫌申请材料造假”。

“50%的中国申请者伪造他们的高中成绩单，10%的中国申请者

提交了自己根本没有获得过的奖项和荣誉。”2011 年 11 月，《纽约

时报》发表了一 篇名为《中国难题》的报道，文中援引咨询公司

Zinch China 的报告称：“随着更多学生前往美国，申请造假的浪潮

可能只会恶化。”该报告立即在美国大学招生办中引起轰动。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正是美国主要大学每年年底“提前录取”

的截止日期，美国最顶尖大学在中国“提前录取”的人数纷纷出现

低潮。

然而，在严格保护个人隐私的美国，以及大学“纪律委员会”

对于学生处分执行“保密原则”，这些“问题学生”不会在公众面前

现形，他们总是悄悄消失。

“被退学”的故事成为一股涌动的暗流

2011 年，在美国高校 70万国际留学生中，21.8%来自中国，中

国留学生是人数最庞大的留学群体。排在中国后面的依次是印度、

韩国和加拿大。过去三年间，上述三国在美留学生人数变化已经趋

于停滞，中国留学生人数却以每年超过 20%的速度攀升。

2005 年，香港参加 SAT 考试的内地考生只有零星几个人。2012

年，SAT 官方网站“大学公告榜”公布的数据则显示，“96.8%都是

大陆考生”。

如今，美国各大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手中都握着一本“招办内

参”，全称是《理解来自中国的留学申请——为美国教育工作者和政

策制定者服务的内部参考》，由美国联邦注册的非营利机构“教育与

申请透明组织”对内发布。“招办内参”中详述了可能发生的“一揽

子”造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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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作为一项考核学生的客观指标已经接近失效。

数据显示，中国申请者平均参加 SAT 各科考试总计 6.3 次。为

了挤进美国名校门坎，许多考生选择重复考试“刷分”，这直接拉高

了美国高校在中国录取学生的平均分。近年进入美国部分顶尖大学

最终面试的中国学生，平均SAT成绩甚至突破了2,300分（满分2400

分）。

而 2012 年 4 月美国高校结束的申请季录取的全体学生中（包括

美国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录取学生均分在2,140至2,330分之间，

斯坦福大学在 2,040 至 2,330 分之间。

激烈竞争之下，一些考生开始在申请材料上铤而走险。

看不懂的“升旗手”

汤玫捷是哈佛大学中国地区的校友面试官，她 2009 年从哈佛大

学经济学系毕业后每年回中国招收学生。

哈佛的面试官们需要从七八十名进入面试环节的申请者中筛选

出七八名录取学生。早年的面试是一对一，近年来，“由于对申请者

真实水平越来越谨慎的态度”，变成了二对一。

“招生办的官员们一般都是手拿着甜甜圈，喝着咖啡看这些面

试报告的，考分只是枯燥的数字，他们更看重学术以外的能力，哪

怕是可爱的缺点。”汤玫捷说。

但在汤玫捷和她的同事们的面试经历中，她们总会收到各种乏

善可陈的课外经历——“模拟联合国”已经过时了，考生们的履历

上已经是“模拟政协”、“模拟人大”，“但当你让他们讲讲这些经历

时，他们眼里没有一点光。”

汤玫捷自己是继“哈佛女孩”刘亦婷之后，又一个“让中国人

扬眉吐气”的哈佛留学生。她曾被提名参加 2005 届“杰斐逊总统奖”

的角逐，并成为当年惟一的亚洲国籍获奖者。

2004 年，汤玫捷在美国参加了 SAT 考试，她远没有考满分，但

却成为当年惟一被哈佛“提前录取”的中国大陆学生。哈佛看中的，

是她在球队和学校演讲、辩论比赛中展现的“全面的素质、学生领

袖的能力”。

“她是一个新类型的学生，她的案例扩展了她的国家一度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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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于好学生、对于‘成功’的定义。”在《纽约时报杂志》上万字

的特稿《新新教育》中，汤玫捷是文中的主角。

“如果按唯分数论，我可能都挤不进名校的大门。”汤玫捷介绍

说。但如今越来越多试图进入哈佛等名校的中国考生显然并未在同

一层面上理解“成功”二字。

为了迎合美国高校面试官们的喜好，一些考生开始在课外活动、

个人荣誉上“做手脚”。

一所美国高校的中国面试官曾面试了一位深圳女孩，这个女孩

告诉面试官，她在汶川地震期间曾亲自去地震灾区做志愿者，帮助

当地受灾群众做了很多事情，还被主流媒体报道过。

“一个学生怎么可能在学业期间到地震灾区做这么多事情？”

面试官觉得有些奇怪，但女孩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履历都如此让人信

服。

面试结束，面试官让女孩将主流媒体的报道统统发给他，作为

面试报告之用。最后这些报道姗姗来迟，其中不少新闻照片里都出

现了这个女孩。“那天也很 闲”，面试官在百度图片输入了“汶川地

震”，翻到第六十多页时，连续找到三张新闻照片与女孩给的新闻照

片背景一模一样，但里面的“主角”却被“调包”了。

在“教育与申请透明组织”发布的“招办内参”中，对于中国

名目繁多的个人荣誉、奖项做了名词解释，它们成为中国留学生履

历作假的“高危名词”，让美国人难辨真伪，比如，“三好学生”、“班

长”，最新出现的名词还有“升旗手”。

“升旗手负责升降国旗或者校旗，这个职位常常由具备优秀学

术能力和课外活动表现的学生担任，它是一个小小的荣誉。”“招办

内参”中写道。美国人非常不理解：升旗手也能成为一种荣誉？

一些招生官抱怨，每年收到来自同一个学校校长的十几个不同

签名，十几个不同邮箱地址，并且有十几个不同的学生都自称为学

生会主席，根本无法判断，只能统统放到一边，不加处理。

鱼龙混杂的留学中介机构是造假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一些中介

提供代写或修改申请文书、夸大、捏造受奖情况、个人陈述等全方

位的服务，服务费往往极为昂 贵。一家留学中介机构的“美国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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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全程指导协议”中，将美国高校按排名标价，代理申请服务费

从 4万元到 7万元不等，申请人一旦被录取获得奖学金，该机 构还

参与奖学金抽成。申请人第一年的全部奖学金的 15%都将作为“奖

学金服务费”收入中介囊中。

无奈之下，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单独调整了对中国地区的助学

金政策，鼎盛时期，美国有三十多所高校向中国学生提供全额无条

件奖学金，如今这个数字锐减为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

四所大学。

“让真正的金子发光”

个人“造假”现形后的代价表面看上去并不算高，但却对中国

申请者的整体声誉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几乎每一家留学中介、代考机构的网站上，都能列出他们引以

为傲的“成功”案例，并承诺，造假是“非常安全”的。

没有确切的数字说明“造假”成功率多高，但“教育和申请透

明组织”发布的“招办内参”中承认，即使严阵以待，申请造假识

破的难度依然很高，“在通常 情况下，涉及造假的材料之间能做到

互相呼应和关联，并且学生在面试中引用这些捏造、被过分修饰和

夸大的材料，使得‘造假’成为一个难以发现漏洞的、系列 的、整

体的行为，而限于人力、物力、财力，部分大学没有办法做到逐一

核查材料的真实性”。

在美国“隐私”政策保护之下， “悄悄消失”的中国留学生不

会在中国留下“案底”，他依然可以重新参加中国高考，开始全新的

大学生涯。

个人“造假”现形后的代价表面看上去并不算高，但却对中国

申请者的整体声誉带来了打击，危害着每一个中国申请者进入美国

大学的机会。

为应对“造假”，2012 年开始，美国教育考试院紧急推出 SAT

“新政”，要求考场反复核查考生证件和照片，将照片与大量大学和

高中分享以加强身份核查，并开始把 SAT 成绩单寄回考生高中进行

备案。

2009 年起，布朗大学要求面试时学生携带个人身份证件，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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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面试官当场拍照核对照片。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对策是“群面”，在一个房间里内圈坐面试官，

外圈坐申请者，轮番问答交谈，每个申请者都需要获得多个面试官

的综合意见。

蒙特荷约科女子学院采取“压力考试”的招生考察方法，对于

进入终审的学生，招办人员会突然飞到中国把这些学生放进一个房

间统一进行英文写作考试，在学生没有太多时间准备的情况下考查

真实写作水平。

“只有亲自当面考查学生的能力，才能对招到的中国学生放

心。”该学院招生官麦克卡弗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片负面声音之下，一些中国申请者在行动。2011 年，北京一

群高中生自主成立了一支留学申请 DIY 小组，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

封拒绝中介、拒绝造假的“留学公开信”，还制作了视频，告诉招生

官们，他们多么痛恨作假，认为这毁坏了中国学生的信誉。

然而，面对繁多的草根“倡议”和“保证”，美国大学承认，去

逐一相信这样的个案让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没有相应的正

规核查流程，个人承诺显得苍白无力。

美国教育者已经开始联合行动。“教育与申请透明组织”等教育

机构已协同美国一批知名学府，启动“VeriApp 申请认证系统”，至

今已在美国高校中试运行一年。认证系统将美国高校与中国高中进

行数据对接，将中国申请者的信誉记录在所有高校间共享。

申请者在这一系统中填报自己的个人情况，并通过数据库搜寻、

电话访谈、文件模板比对等方式，核实这些重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最后形成一份反映调查过程和结论的“诚信报告”，提供给学生申请

的美国高校。

除了提供学生诚信证明和学生信用档案查询之外，报告也包含

了针对中国国情和申请者所在地区教育资源背景的介绍。所有的尝

试和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真正的金子发光”。

二、美国大学如何处理造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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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术不诚实是学生受到纪律处分的最主要原因。处理

方式有如下分级：

警告（Admonish）：对学生的行为发出警告并给予关注，如果再

犯很有可能给予处分。

留校察看（Probation）：在特定时间段内对学生严密观察，如

果一旦有同样纪律问题出现将严肃处分。

要求离开校园（Withdraw）：纪律问题严重，要求学生中止学业，

离开学校至少一年到两年，通过打工等方式反思在学校期间的纪律

问题，之后才能申请再次入学。

强制退学（Dismiss）：最严重的纪律处分。纪律委员会提请大

学的教职员工决定，开除一个学生，除非特殊情况，以后不得返回

校园。

各个高校对学生资料造假处罚又有具体规定。

比如哈佛大学的《学生手册》中有对“入学申请材料”的纪律

处分的要求：大部分入学申请材料中的不完整、不诚实信息在录取

过程中被发现，学生会被直接拒绝； 少数情况下学生在入学后，才

发现申请材料不诚信问题；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入学资格会被吊销，

任何已经完成的课程或学分将会被取消，学生会被强制退学；如果

在学生毕业后，才发现当年申请材料的不诚信问题，则入学资格、

学分和已经获得的学位证书将全部被吊销。

在哥伦比亚大学，申请材料造假属于“学术不诚信”，被发现学

术不诚信的学生，将受到学校的纪律处分。

达特茅斯大学的《学生手册》第 94页中规定：如果在学生被大

学录取后，发现申请材料中有虚假信息或虚假陈述，原有的录取资

格会被吊销。如果在学生取得学位后才发现申请材料作假，学位会

被吊销。

（综合美国各高校官方网站资料整理）

三、明年起武汉大学全日制博士和学术学位硕士“免交”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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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日前宣布，明年起，全日制普通类博士研究生和全日

制普通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全部获得一等基本奖学金，奖学金数

额等于全额学费，这意味着上述两类研究生不用再交学费。

根据武汉大学新的奖助学金政策，除不用交学费外，全日制普

通类博士生还每年最低享受普通奖学金 1.8 万元。加上各类奖项和

奖学金，特别优秀的博士生一年有望获得不低于 9.6 万元的奖学金。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提高。新政策

规定，全日制普通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等基本奖学金(数额等于

全额学费)的比例将由原来的 15%提高到 30%；二等基本奖学金(数额

等于半额学费)的比例将由原来的 20%提高到 30%。

据介绍，武汉大学新的研究生普通奖学金设置比例及标准明年

1月 1日起实施，基本奖学金设置比例及标准明年 9月 1日起实施。

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成立

2012 年 10 月 20 日，即第三个“世界统计日”，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成立统计学院，它将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胜任政府

部门、高校及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和各类企业的经济统计实务和高

层次研究工作的复合型高素质专门人才。校长施建军教授兼任统计

学院首任院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School of Statistics，UIBE）

现有教授、副教授等专职教师 25 人，其中千人计划学者 1人，博士

生导师 6人，教师学源背景、年龄结构合理，教学和研究梯队健全，

师资力量雄厚。目前统计学院下设 3个学系：经济统计系、数理统

计系、应用数学系。研究机构设有统计与决策研究所。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统计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2011 年 9 月，统

计学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将借鉴国内外统计人才培养的先进

经验，充分结合学校学科特色和优势，开展统计学专业本科生、硕

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各层次学生均授予经济学学位。其中

统计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已经进行了招生，计划 2013

年招收统计学专业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