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喜欢唱歌，但因为害羞，在家里不好意思唱，我经常和她去海边，她可以无拘无束地歌唱。真心希望她考上梦
寐以求的大学，在大学校园教室里，和老师交流音乐，跟着老师更好地学习唱歌。 ——— 考生家长 宋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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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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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楠楠
qlwbjryt@163 .com

目前，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每年正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境外留学人数已
达127 . 32万。在烟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留学也变得越来越平民化，不少考
生放弃挤国内高考“独木桥”，更青睐“洋高考”。

7日上午7点30分，距离进
场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烟台
一中考点已经聚集了不少考生
和家长，有的考生还在利用最
后的时间，多看一点。

而此时，一些参加“洋高
考”，已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高三
学生们，正在家中为8月底的开
学做准备。

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录
取的烟台二中高三学生赵千烨
(化名)正忙着办理签证，好在有
出国经验的姐姐陪伴，一切都
还顺利；同样被美国大学录取

的烟台二中高三学生任艺正在
家学习一些语言课程……

为什么放弃国内高考，选
择“洋高考”？

在一些家长看来，让孩子参
加“洋高考”是跟风，看到朋友的
孩子都出国了，自己的孩子不出
去，是不是有点落后了？“毕竟现
在有条件了，选择也多了，就让
孩子出去锻炼吧。”一位家长说。

还有一些家长是应孩子的
要求，“孩子有这个想法，我们就
支持。”赵千烨的母亲唐女士说，

“孩子的表姐已经出国了，可能

有这个氛围，她也想出去，这样
也好，出去开阔一下视野。”

“国内最好的大学在世界
上排名不过四五十名。”臧瑞红
说，现在条件好了，不少家长不
惧高学费也想让让孩子成为一
名“国际人才”。

“只要能接受好的教育，学
到真本领，现在烟台的家长很
舍得投资。一个学生为了加强
一下外语，报了外语培训班，
10000元一节课，一共八节课，
家长交钱连眼都没眨一下。”臧
瑞红说。

一个高中生准备出国的标
准流程是：高一考托福，高二考
SAT1、SAT2和AP，高三上学期
开始申请。同时，他们在学校还
要必须保持不错的学业成绩，在
课外、周末、寒暑假，则要尽量参
加社区服务、志愿者、竞赛等实
践活动。

记者了解，针对这种情况烟
台不少学校都开了“国际班”，进
一步方便想参加“洋高考”的学

生。目前，烟台国际高中有耀华
国际学校，普通高中里烟台一
中、烟台二中都开设了“国际
班”，而三中、四中以及十四中也
在积极筹划“国际班”。

其中烟台一中开设的是美
国ACT实验班，“三年后，既可
以参加国内高考，也可以参加
ACT考试，选择海外留学。”烟
台一中的孙晓静说，烟台一中
大实验班水平的学生可以申请

全美排名前30名的大学。而二
中“国际班”通过AP课程的学
习，让学生在国内就能获得国
外大学学分，节省大学修习时
间，降低出国费用。

虽然相比普通班，国际班学
费偏高，仅一年学费就要近7万
元，但仍然有很多一心想出国读
本科的学生选择报名就读。据了
解，烟台目前有200多学生就读于
烟台的各类高中“国际班”。

2005年，“洋高考”SAT的
培训班才首度被引入中国内
地，而现在国内“洋高考”已经
有A-Level、AP、SAT或ACT等
多种考试形式。其中，要想申请
到较好的美国大学，SAT1和托
福成绩是必须的；但要是想进
顶尖名校，SAT2成绩是必须
的；要为进入顶尖名校“加分”，
AP成绩是必须的。

“一中学生经过三年高中学

习后，可以直接在烟台参加ACT

考试，一年有5次考试机会，时间
为2月、4月、6月、10月、12月，学生
可以最好的成绩申请大学。”一
中老师说，成绩可以获得美国文
化教育委员会认可，并向美国高
校提供31分的减免(相当于减免
美国大学一年学习时间)。

相比于“一锤定音式”的国
内高考形式，“洋高考”形式灵
活，而且录取率高。“高考的压力

被分散到平时，考不好了可以继
续再考。”一位孩子参加“洋高
考”的家长说。

目前，在国内考一个重点
高校还是很难的，“但我们2010、
2011、2012连续三届学生，都被国
外大学录取，近90%学生被美国
前百强大学录取。”烟台耀华国
际学校招生部主管汤顺利说，对
于成绩一般的学生只要认真完
成课程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

“之前一般是在国内考大
学无望，家庭条件还不错才选
择出国留学，再就是在国内只
能考二本、三本的同学，希望出
国有更好的教育。现在很多尖
子生也开始申请国外名校。”臧
瑞红说。

在去年一场留学展上，高

考考了630多分，报考了中央财
经大学的烟台二中高三毕业生
王雯雯感觉考得不是很理想，
特意到留学展上看看国外是否
有更好的选择。

“国内的大学教育局限于
书面的知识多，涉及实际生活
的创造性内容少。而国外一流

大学有多样化的教育理念，我
可以自己选择考试项目，一年
还有好几次考试机会。”谈到出
国留学和在国内上学有什么不
同时，自己女儿就在美国南佛
罗里达州立大学读书的臧老师
说，国外大学“宽进严出”，对学
生考察更全面、严格。

选择“洋高考”，是跟风也是为深造

不少学生一上高中就盯上“洋高考”

相比“一锤定音”，洋高考形式灵活

更多的尖子生选择出国读本科

解析古代“科举高考”

本报记者 刘清源

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今天这样的“高考”，即科举
考试。不同的是，在科举制度下，是重文轻理，学而优
则仕。科举的故事，，也也折折射射着着那那个社会的缩影。

古代科举制兼有当
今学校教育和公务员选
拔双重职能，即所谓“学
而优则仕”。

在科举制度产生之
前，人才的选拔受家庭
出身、血缘等因素影响。

科举制以学
识选拔人才，体
现了一种相对公
平，由此也传下
了“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
千古名句。

古代科举考试竞争
压力远胜与当今高考,每
三年考一次，每次考三
场。

乾隆年间有一位98

岁的老先生仍在参考，
此事被乾隆知道后，特
赐其为进士。

选拔人才的
数量根据当朝国
情而定，明清时
期一般每次录取
300人左右，有的
年 代 只 录 百 十
人。

科举考试有着严格
的考试规范。每一次考
试，仅考试官员就有“总
提调兼知贡官”、“考试
官”、“同考试官”、“监试
官”、“提调官”、“印卷
官”“密封官”、“誊录
官”、“对读官”等。

每名考生考
试的“号房”前，
都会站一名“号
军”，通常由锦衣
卫等高级军官担
任的“巡绰官”来
领 导 这 些“ 号
军”。

第一场考是“四书”
和“五经”，“四书每门必
考，“五经”各选一经作
为专业课。

第二场考“论、
诏、诰、表、判”等应
用文体的写作，主
要考察的是入职后
写材料的能力。

第三场考是
“策”，即“经、史、
时务策”，考察的
是对儒家经典、
历代掌故以及当
下时政要闻的理
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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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史上 烟台牛人多多
据史书记载烟台曾经出过榜眼。1826年(道光6年)，山东登州府

黄县(即现在的龙口)人贾桢曾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榜眼(全国第2名)。
另外，莱州人毛纪，明代官至内阁大学士，即人们常说的宰相。也有
资料显示，福山区明代三四万人，清代后期十万人左右，共考取进
士七十五人，举人二百七十三人，贡生近六百人。在整个胶东乃至
山东，按人口比例当属第一。

以上资料由鲁东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陈长文提供

科举考试

百里挑一

除了儒家经典

也考时政要闻

考卷专人誊抄

军人考场监考

以文章论高下

学而优则仕

不挤独木桥，选择“洋高考”
这样的烟台学生越来越多，不少学校为此还开设了“国际班”

格相关新闻 烟台学生留学时间表

“咱们烟台学生的留学大概
有这么几个阶段。”臧瑞红说，“90

年代自费留学的很少，1999年到
2000年，留学初步热起来，但美国
当时不太好申请，不少家长和学

生都选择去澳洲和新西兰。”
“到2005年前后，出国可以

选择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多了起
来，英美国家都放开了。2006年，
烟台学生高考的时候开始报考

香港大学，在香港读本科，然后
国外读研。”

“真正热起来还要从2010年
开始。每个班都有五六个学生
选择出国留学。”臧瑞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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