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名校招生标准：

软软实实力力是是““硬硬杠杠杠杠””
申请名校“硬条件”很重要，“软条件”往往成制胜关键

名校申请“硬条件”很重要

2013年，美国的常青藤名校和排名
前一百的其他名校录取率变低。从数据
来看，哈佛大学申请者33531人，录取率
低至5 . 8%；耶鲁大学申请人数为29610
人，录取1991人，由去年的7 . 35%降至
6 . 8%；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率也由去年的
8 . 39%降到7 . 9%；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率
从去年的6%降低到今年的4%。其他几
所常青藤名校也是如此。

通常，就读美国常春藤，需要以
下硬性条件，要求本科录取托福100
分 以 上 、 平时成 绩 3 . 7 分 以 上 、
SAT2100分左右；硕士录取托福100
分以上、平时成绩3 . 5分、GRE320/
GMAT680左右。但为了在激烈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学生们纷纷拔高托
福、SAT成绩以提高成功率。与此同
时，只提供本科教育的美国文理学
院，由于实行“精英教育”，学校严
格控制学生规模，招生人数很少，国
际生比例每年变化不大。2013年的录
取率与去年持平。据济南加成留学杨
总建议，托福达到90分以上、平时成
绩3 . 2以上、SAT1900分左右的学
生，可以考虑申请文理学院。

“软条件”往往是申请制胜关键

跟国内大学不同，国外大学非常
看重学生在学业以外的努力和成绩。
这就是所谓的申请“软条件”。申请
者是否有过社区服务的经历，曾经参
加一些公益活动，担任义工等，都会
在申请中得到加分。那么，美国名校
到底希望看到学生哪些“有重点”的
课外活动呢？加成留学的杨总强调
“活动持续时间”的重要性，招生官
希望从学生的课外活动情况中评判学
生的“成就潜能”。举个例子：有个

女学生在介绍自己特点时，想了很久
却说没什么。但是深入了解后，才知
道这名女生不仅钢琴十级，而且还经
常到敬老院给老人弹钢琴陪老人，但
她自己认为这和读书并没有关系，所
以就没有介绍。

“社会实践，其实是国外一流大
学很看重的因素，但是往往会被中国
学生忽略。”美国大学很多都是来源
于社会资助，他们很重要的教学理念
就是要回报社会。所以，他们在挑选
人才的时候，会喜欢那些个性活跃、
有社会责任感、社会实践多的学生，
担任班干部的学生也会有优势。

申请美国名校要尽早，

提前规划最重要

申请美国名校，“早”是最重要
的一点。一旦你做出了选择，你就要
为了你的常春藤梦而开始艰辛的准备
过程，如果没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准备
就去申请常春藤，那么你可能就在想
碰运气，除非你更早就开始了。在准
备阶段，申请人需要提前参加申请美
国 名 校 的 各 种 考 试 ，如 英 语 考 试
I ETLTS/ IBT，专业考试 SATI，
SATII，ACT，GMAT，GRE，LSAT，
GMAT。通常常春藤院校要求较高的
专业考试成绩，各个学校都不尽相同。

已有相关成绩，就要抓紧时间进
行申请，每年的8-12月是次年美国秋
季入学申请高峰期，多数学校常规录
取申请截止时间是12月，但美国很多
学校都提早了截止时间，例如美国威
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2012年秋
季的12月15日，大幅度提前至11月1
日截止报名。济南加成留学杨总建
议，由于美国大学审核遵循优先原
则，即我们越早提交申请，越早接受
审核。所以想要申请2014秋季入学的
学生，必须尽快申请了。

直通车学员 傅冬炜

我在新东方上过托福冲九十分和SAT
直通车。两个四十天并不长，却为我的留学
梦铺筑了最为坚实的道路。其实在上直通
车前我对托福和SAT这两个考试一无所
知，是真正的零起步，再加上我已经高考过
了，所有的申请工作都必须在接下来的6个
月内完成，彷徨、焦急、无助在我拖着沉重
的行李箱在六环外的花水湾住宿部报到时
环绕着我。然而即使那个八月燥热不已，我
的心情也苦闷沉郁，直通车亲切、实力超强
的老师，帅气逼人的助教，可爱刻苦的同学
们还是为我拨开了层层乌云终于见到了充
满希望的曙光啊。

我很喜欢直通车住宿班这样的学习模
式，它不仅仅是脱离老师家长敦促的自由，
更是自觉性的提升，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
自我目标的明确。即将远赴陌生国度学习
生活六年之久的我们早已不该处于需要老
师家长一遍遍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的阶段了。我们如果能清晰地知道自己到
底想要什么，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就可以自
然而然地明白自己该付出怎样的努力来达
成目标。我很享受那段自由的学习时光，晚
上九点下课后继续背单词或做作业，到十
一点从单词书里抬起头来头晕脑胀肚子
饿，于是几个人一起到宾馆楼下四处觅食，
在麻辣烫小店酒足饭饱后又回教室继续背
单词到一两点，或者三四点，什么时候困了
把笔一放任书本铺满一桌走几步就到房间

睡了，没困的人接着背。班里总有那么几个
随时都在教室里背单词刷题的学霸，每次
睡了午觉满足地回教室一看那学霸孤独而
坚强的瘦小身躯还屹立在那里，就像几个
小时我回房间睡觉前一样纹丝未动，瞬间
心里那个惭愧懊悔、对不起SAT必备词汇、
直把我逼到晚上刷语法题到凌晨两点，这
才觉得心里稍事安慰，自虐完毕，回房间休
息。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直通车的大牛老师
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他们从知识到考试技
巧到启迪人生面面俱到、事无巨细。从这些
老师每个人身上都能看到颜色不一样的烟
火，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和闪光点，但都同样
是用生命在工作！我的最爱莫过于SAT的语
法李楠楠老师！每次当她说例如作业是469
页到740页时我都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爱过的
感觉。她带领我们刷完了市面上所有真题和
OC、OG，其实也就是连续熬了5天夜而已，
语法瞬间就有了质的飞跃，以至于后来有一
段时间我的语法成绩总比数学成绩还高。被
楠楠老师虐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除了
老师，最为重要的就是与我并肩备考的战
友们了，很感谢那些什么生僻单词、什么生
僻意思都知道的大神们，正因为不停被他们
虐我才会必须一次次直面淋漓的鲜血和惨
淡的人生，才会不停歇地去追赶。

我想最珍贵的回忆就是与朋友一起奋
斗的时候吧，那些日子浸透汗水却埋藏心
底值得回味，我总觉得这样一起奋斗过的
友谊，这样拼搏过的青春才弥足珍贵。
www.bj.xdf.cn

历程：2005入主山东，历经九载，招生
八级，毕业六届，学员多达650余人，遍及山
东各地市。
★最早设立招生与教学的省外MBA院校。
★最多学员与毕业生的省外MBA院校。
★最立足本地化的省外MBA院校。
★最具可持续发展的省外MBA院校。

优势：百年名校，“211”院校，全国重点
大学。

证书：研究生毕业证书、MBA硕士学

位证书。(发放派遣证，属普通全日制)
人脉：遍及全省及周边地区的机关领

导、企业家

济南：0531-86996682 86996656
青岛：0532-88038566 85955818
东营：0546-8237778
http://www.xbmba.com

MBA考前辅导保过班，保证联考过
线，不过全额退款！

泰国博仁大学--中国东盟国际

学院(中国教育部重点推荐院校)

高中起点4年本硕连读，专科起点2 . 5
年本硕连读。本科起点1年硕士。

本科专业有：工商管理与国际贸易、
金融与财务、旅游与酒店管理。

硕士专业有：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管
理硕士，全日制学习方式，免试入学，中
文授课，无任何语言要求。泰国教育部特
批中文学位项目。回国可获得中国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可报考公务
员和进事业单位。可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落
户一线城市，创业办公司免税和租金，并
可申请资金支持。

博仁大学(DPU)是中国教育部涉外监
管网上重点推荐(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最佳
奖)留学院校。现有在校生3万多人，硕士
学位学科19个，博士学位学科6个。

详情咨询：
山东山教留学泰国部0531-82618960

15806676927

《易点通》是清华同方针对电脑初学者
出版的一套从零起步学习电脑的教育软
件；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电脑基础薄弱、接受
能力慢、记忆力差等特点设计，采用独特的
手把手教学模式，配有语音讲解、同步字幕
提示，可反复学习直到学会为止。内容包
括：打字、画图、上网、搜索、聊天、下载、购

物、看新闻、玩游戏、查资料、收发邮件、排
版、表格、照片修饰、幻灯片、数码设备使
用、杀毒、系统维护等六十多项内容。让您
不进学习班，不看教育书，不求人在家轻松
学会电脑。另外每天前30名订购者可获赠
多功能手写板一套；全国统一订购服务热
线：400-016-7158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日本、韩国同属中国的近邻，两国拥
有亚洲乃至世界超一流的教育水平，低廉
的留学费用(年花费约4万-6万元)，宽松
的勤工助学政策，稳定的签证成功率，成
为广大工薪家庭子女首选的留学国家。留
学生通过勤工助学，可节省大部分或全部
的费用，家庭无后续经济压力。同时，两

国还为留学生设置了丰厚的奖学金或助学
金，大大降低了留学的费用。近年，日韩
两国货币的汇率不断降低，留学的花费相
对往年降低了约20%。因此，今明两年是
留学日韩的最佳时机。感兴趣的学生，可
与省内专业留学机构“山科春天留学”联
系，咨询电话：400-0531-510。

奋斗的日子弥足珍贵

西北大学MBA/MPA研究生山东班 招生

泰国博仁大学本/硕/博全面热招中

3+1本硕连读，推荐就业，年薪10万-15万

中老年学电脑《易点通》

留学日韩或可“零”花费

众所周知，申请美国顶尖名校总是需要优秀的成绩，但往往令学生
郁闷的是，时常觉得努力与回报常常不成正比，因为即便全部考试“满
分”，被拒可能性依然很大。美国耶鲁大学前高级招生官Lloyd Peterson提
醒学生家长：“中国学生的聪明才智不逊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学生，然
而成绩优秀的学生并不一定得到美国常青藤名校的青睐，优秀学生≠优
秀的名校申请人。”面对如此形势，申请人如何脱颖而出，如何由优等生
转变成优秀申请人呢，记者采访了留学专家为大家支招。

9月9日，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下发文件，对“十大师德标兵”、“十佳辅
导员”进行了表彰。为庆祝第29个教师
节，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于近期开展
了“十大师德标兵”、“十佳辅导员”评选
活动。在“双十”评选活动，山东凯文科
技职业学院制定了评选条件和评选办
法。在评选活动中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采取由各二级学院(部)初
评推荐、师生网上投票、候选人演讲后
由师生代表打分、网上公示等程序，最
后由学院评选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这次评选表彰活动，对于加强教

师队伍和辅导员队伍建设，促进学院
师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落
实教育部16号文件关于“育人为本、德
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的
精神，把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技能型
专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讯员 魏本江)

资讯

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开展“十大师德标兵”、“十佳辅导员”评选表彰活动

本刊记者 陆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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