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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美国名校本科申
请竞争异常激烈，包括耶鲁
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在内的众多美国名校录
取率都再创新低。如何从如
此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获得美国名校的青睐，成为
众多家长和学生最为关心的
问题。拥有18年美国高端留
学咨询经验、被家长和学生
誉为“美国留学教父”、耶鲁
大学硕士、学美留学总裁张
恒瑞先生对此有着自己独到
的观点和见解。

张恒瑞先生认为，虽然
美国本科申请竞争非常激
烈，但实际上过去很多学生
是有可能申请到更好的大
学。因为一些家长和学生在
留学申请过程中受到了错误
的引导。拿活动经历来说，家
长和学生在一些错误的宣传
下认为活动经历非常重要，
部分家长和学生甚至将申请
的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活动经
历上。其实，获得美国名校录
取的学生普遍具有较多的活
动经历只是一个表象，更深
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名校招
生官希望招收那些用最少时
间取得最优异成绩的“学
霸”，丰富的活动经历主要是

用来证明学生在学业上花费
的时间足够少而已。此外，国
际班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
招生官对于国际班的了解也
越来越多，国际班学生申请
优势已经变化，张恒瑞先生
对于国际班的优势劣势以及
AP、IB、A-Level课程等也有
着非常深刻的理解。

通过与多位美国名校招
生官的长期交流，张恒瑞先
生认为美国名校本科已经调
整了对中国学生的录取策
略。在过去的几年中，豪华的
留学文书、精彩的活动经历、
优秀的SAT成绩陆续成为申
请美国名校的重点。而这几
年，美国名校通过对录取学
生的考察已经非常熟悉国内
留学中介及学生的申请诡
计。针对这个情况，张恒瑞先
生感慨说：“过去几年，国内
的家长和学生太精明了，美
国名校招生官发现中国的文
书优秀的学生、活动经历丰
富的学生、SAT成绩满分的
学生原来都是被包装出来
的。这相当于狠狠地在美国
名校的脸上抽了一个耳光。
美国名校招生官了解这种情
况以后，对中国学生的审核
就更为严格了。与以前相比，

美国名校本科申请更需要专
业的咨询指导。”张恒瑞先生
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能够
了解美国名校招生官的真实
想法，这样才能确立正确的
申请战略，从而最终实现申
请到美国名校的梦想。

为了帮助更多的家长
和学生应对更为激烈的申
请竞争、取得更好大学的
录取，张恒瑞先生携学美
留学精英团队将于 4月 1 2
日14:00于山东新闻大厦二
楼齐鲁风情厅举办“学美留
学2014美国名校本科申请
揭秘暨美国本科高端成功
案例分享”讲座，在讲座现
场，张恒瑞先生及学美留学
同仁将分享美国名校录取最
新趋势，并通过典型案例为
家长和同学们分享美国本科
申请实战技巧，同时现场答
疑。欢迎家长和同学们届时
参 加 。报 名 电 话 ：0 2 1 -
62487799，010-58699992。

表注：学美留学2014美
国本科部分“低分高录”经
典案例展示——— 绝对逆天、
绝对真实、绝对实力，更多
精彩案例将在讲座现场与
各位分享

下周二，新东方
教育科技集团执行董
事兼任集团高级副总
裁、新东方前途出国
有限公司CEO周成刚
将到山东大学中心校
区举办讲座，讲座的
主题为世界名校给我
们的启示。据介绍，
周成刚是著名英语教
学专家，1998年以全
澳洲第一名的成绩考
入BBC (英国广播公
司 )任亚太部记者和
节目主持人。2000年8

月辞职回国加盟新东
方，并创立上海新东
方学校，被誉为学校
新三驾马车之一。周
成刚将结合个人中外
求学的心路历程，以
教育家权威的眼光为
学生解答求学路上的
种种疑惑，树立学生
积 极 向 上 ， 勤 奋 进
取 的 学 习 精 神 。 作
为 曾 在 全 球 各 地 工
作 过 的 成 功 人 士 ，
周 老 师 还 将 分 享 自
己 在 国 内 外 职 业 道
路 上 的 工 作 经 验 及
个人领悟，指点学子
树立正确的职业素养
及工作价值观，为学
生未来职业规划指点
迷津。

资讯

新东方周成刚

山大开讲

“美国留学教父”张恒瑞本周六亲临济南

揭秘美国本科名校申请秘籍

距离期中考试还有两周多的时间，不少学子已经严阵以待。这不仅是学生对自身学习成果的一次大练兵，也是老师和家家长盼望达到反
馈的大阅兵。初高中学生应当尽早制定一个详细的复习计划，对薄弱学科和常见考试题型进行重点复习，打有准备之仗仗，成功翻越期中考
试这道“分水岭”。

期中考试试卷质量有别于月考，无
论学校单独命题还是多个学校联合命
题，考点基本兼顾开学后所学知识点，范
围更广，命题更慎重，尤其对初三、高三
毕业班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期中考试作
为为数不多的几次大规模考试的预演考
试，对今后的学习和中高考复习具有重
要的指导意义。在期中考试前15天左右
的时间里，应该怎样复习，才能在期中考
试里取得不错的成绩呢？

济南新东方学校优能学习主管高老

师建议，学子首先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
情况，制定一个详细的复习计划，对症下
药，找到自己的薄弱点。通过期中考试，
看看自己在全班、全年级的排名，检查有
无知识漏洞，以便及时弥补。学子应该在
在期中考试中好好发挥，考出优异成绩，
有利于增强自信心。学子可根据各科成
绩制定详略得当、重点突出的复习计划。

高老师提醒说，虽然期中考试很重
要，但学子也没必要过度紧张，考前认真
复习，牢固掌握知识点，上课注意听讲，

本报记者 张静

＞＞制定复习计划对症下药
能增强学生应考信心。在
时间紧、知识点多的情况
下，学子要坚持做好每天
的复习计划，并注意提高
学习效率。学子可把这学
期学过的知识点进行全面

的总结归纳，并合理分配
到考前每一天，每天坚持
按计划复习，保证复习时
间与效率。每周末做一套
模拟测试题，也是查漏补
缺的好方法。

学易佳学习中心的孙
主管建议说，期中考试复
习应以课本为主，阅读教
材。他说：“要以课本为主
复习好基础知识，把学过的
知识点反复阅读、理解，并对
照课后练习里的习题反复思
考、琢磨，融会贯通，加深对
知识点的理解。对于课本上

的重点内容、重点例题也
要着重记忆。期中考试由
各学校针对教学进度分别
组织进行。因此，在课堂上
一定要注意听讲，弄清楚
老师强调的考试范围和考
试重点，认真做好老师课
堂上留的作业和习题，从
而有针对性地复习。”

＞＞以课本为主，阅读教材

天材教育一位资深讲
师提醒学子们要调整好心
态，正确对待考试。期中考
试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
增强自信心的好机会，学
子们可通过期中考试的排
名合理定位。而在考试答
题时，应把主要精力放在
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
方法这三个方面上，因为
每次考试占绝大部分的也
是基础性的题目。而那些
难题及综合性较强的题目
则作为调剂，认真思考，尽
量让自己理出头绪，做完题
后要总结归纳。调整好自己
的心态，使自己在任何时候

镇静，思路有条不紊，克服
浮躁的情绪。特别是对自
己要有信心，永远鼓励自
己，要有自己不垮、谁也不
能打垮我的自豪感。

济南新东方学校高老
师还建议，学子在临考前
的几天里，要做好准备，练
练常规题，把自己的思路
展开。切记考前在保证正
确率的前提下提高解题速
度。对于一些容易的基础
题要有十二分把握拿全
分；对于一些难题，也要尽
量拿分。考试中要学会尝
试得分，使自己的水平正
常甚至超常发挥。

＞＞积极调整考试心态

姓名 就读学校 托福成绩 SAT成绩 录取结果（排名）

张S Choate 托福110+ SAT2100+ 哥伦比亚（4）

马H德 复旦附中 托福110+ SAT2100+ 斯坦福（5）

徐S伦 复旦附中 托福100+ SAT2100+ 康奈尔大学（12）

闫Y堃 珠海一中 托福100+ SAT1800+ 埃默里主校区（20）

冯X扬 上海延安中学 托福100+ SAT1900+ 埃默里主校区（20）

贾Y璇 Staten island 托福100+ SAT1900+ 加大洛杉矶（23）

杨M 世外 托福90+ SAT1800+ 维克森林（23）

段Y天 人大附中IB班 托福100+ SAT1700+ 纽约大学（32）

崔Q盈 Wasatch 托福90+ SAT1500+ 宾州州立主校区（37）

张Y倩 Oldfields 托福90+ SAT1600+ 波士顿（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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