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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实验小朋友 挑战央视明星足球队
通讯员 杨帆 记者 姜晓蓉
昨天下午，
央视少儿频道《大手牵小手》栏目组来到杭州市崇文
实验学校录制节目，鞠萍姐姐、周洲姐姐等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和
崇文的孩子们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开场时，主持人表演《拍手歌》，小朋友看到电视中熟悉的主持
人都很开心。录制节目中，
崇文实验学校的孩子表演了小组唱《小男
孩》、舞蹈《0112 34) 大眼镜》，小男孩们帅气的表演赢得了大家热
烈的掌声。之后，
崇文的孩子还跟主持人合唱了《动画歌曲联唱》，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造型和表演逗得观众大笑。
节目录制结束，央视少儿主持人队和崇文的学生足球队开展了
一场 5 人制的友谊赛。开场 / 分钟后，崇文的小朋友先进一球。不过
最后央视主持人队还是以 6!/ 赢得了这场比赛。
崇文实验学校校长俞国娣说，当时知道《大手牵小手》要到学
校，孩子们都很激动。央视有支明星足球队，鞠萍是拉拉队长。崇文
的小朋友很想跟央视的主持人踢一场，央视明星足球队也爽快迎
战，昨天上场的是少儿频道的 5 位男主持。
俞校长说，
崇文有三支足球队，
虽然不是很专业，
但足球运动在
学校非常普及，
这次派出的是高年级的男子足球队。孩子们开场两
分钟就进球了，
表现得很好，
但守门员个子跟大人比还是不占优势，
最后踢成这个比分已经很不错了。

崇文的孩子跟央视少儿频道主持人一起表演《动画歌曲联唱》

周六资深雅思教师讲解写作得分技巧
问题主要有几方面。一是词汇匮乏、
表达单一
以及词不达意。其次是语法基础差，
导致文章
中出现很多语法错误。第三是中国式英语，俗
知
称 RS!DB0ODE!T。”安老师说。除了以上三点，
识面窄、
思路不开阔、
缺乏必要的英文写作技
巧也是常见的问题。
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周六，
安老师会结合
雅思写作的评分标准详细分析。比如
“词汇匮
乏、表达单一”
这点，同学们可以重点训练
“多
—联想意思相近的词来表达。
这
样性用词”
——
是非常基本和重要的一种技巧。像 '2U'B"'0)
（优势、有利条件），就可以用 E*V)G?1G?"4W优
势、优越性J、,)GD"E（优点）、3)B)XD"（利益）等意
剖析高分技巧
考过雅思的同学都深有体会，雅思阅读、 思相近的词汇来替换表达。
除了词汇、语法这些比较硬性的方面，
逻
听力考出 :(7 分甚至满分都能做到，但是写作
想上 5 分并不容易，
不少同学都徘徊在 7(7 分。 辑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一定不能按中
“总结下来，国内考生写作考试中存在的 国式思维去写，得开门见山。如果文章开头啰

严同学，雅思 5(7 分；张同学，雅思 5 分
……这些都是新通外语最新的高分名单。
“雅思要获得高分，写作一定要跟上。因
为四单项中，写作是国内学生最拖后腿的单
项，
很影响平均分。”新通资深雅思教师安冬
芳说。安老师教了多年的雅思写作，尤其擅长
帮助学生在短期内提分，
她的学生李同学，
短
期内写作就从 6(7 分进步到了 @ 分。
安冬芳老师有雅思
.. 月 /; 日（周六）.6：
;8，
写作公开课。针对学生们的失分点，
她将逐一分
析讲解，
并分享得分技巧。地址：
天目山路 .;79
/::@//AA。
.67 号玉泉大厦 / 楼。预约电话：

嗦，或者观点模糊、态度暧昧，这样的作文想得
高分基本就没戏了。

雅思寒假班热招
正在准备雅思考试的同学，不妨周六去听
一听。现场还能与老师互动。此外，
新通寒假课
程也在火热预约中。所有入读雅思课程的学生
都将按照学生的程度测试分配班级。
基础类课程：雅思基础班，
重点是从基础词
汇、
语法、
听说读写四单项巩固学生的基础水平。
强化类课程：雅思 7(7 分班、雅思 @9@(7 分
班。这两个班级则主要是强化词汇、语法、听说
读写技能，
讲解考试技巧及基础真题的讲练。
冲刺类课程则有雅思 5 分班。帮助学生冲
刺 5 分以上。凡报雅思班赠独家编撰的雅思真
题词汇册。更多信息详询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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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小学开展“微善行动”
新华小学最近举行“尚善节”活动，
倡导学生坚持“行善”、做好事。学校安排
了一场表彰会，为表现积极的八个学生
授第一批“微善章”，表现好的班级还发
了集体奖。
受表彰的孩子们都很受激励。小朋友
“行善”范围也很具体：
保护环境、爱护班级
公物、
帮助同学、真诚待人、孝敬父母等。新
华小学校长沈洪说，对孩子们的美德教育
就是在平时，平时的文明礼仪行为、助人为
乐表现，做得再小都要奖赏。学校将继续开
展这项
“微善行动”
。
（叶玮玮 徐斌）

加拿大留学生打工新政策

免试读名校在职研究生 金融、管理等专业热招
继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之后，
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日也来杭州招收在职研究生了。中国
社科院是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研究机
构和排名第一的研究生院，经济学全国排名
第一，法学排名第二。这意味杭州上班族在职
申硕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三所名校均选派知名教授、博导每周末
亲临杭州授课。学员不用放弃现有工作和收

入，拥有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可免试入学，
修满课程学分，通过每年 7 月国家组织的申
硕考试和论文答辩，可获得与统招生一样的
硕士学位。升职、加薪、评职称、读博均畅通
无阻。
厦大在职研究生设金融学、财政学、劳动
经 济 学 三 个 专 业 ， 咨 询 电 话 ：875. 9
地址：朝晖路 .:/ 号国都发展大厦
:58;6/58，

什么样的申请文书 最受美国顶尖名校青睐？

周日留学专家全面讲解
近期权威报告显示，
/8.; 年中国留美总
人数达到 /;(7 万人，较 /8./ 年的 .A(6 万人
增长了 /.(6H，连续第四年成为向美国输送
最多留学生的国家；这其中有近 @8H学生都
是选择读本科的。新通资深美国留学专家刘
素珍认为，明年美国本科名校竞争会更激烈，
但录取名额却很有限。这个阶段成绩基本已
成定局，想要脱颖而出，就要在申请文书上下
功夫了。
.. 月 /6 日I周日J.;$;8，庆春东路 .9. 号
西子联合大厦 7 楼 （庆春银泰对面） 将举行
《/8.6 美国顶尖本科名校申请沙龙》；
多位美国
生
KLM78 名校优秀留学生分享真实海外学习、
活体验；
资深留学专家传授名校申请文书该如
何有针对性地准备。拨打 875.9:5A8/;/; 或
通过
“浙江新通留学”
微博、
微信即可预约。

申请美国顶尖名校
文书和面试特别关键
常青藤盟校招生官 N'GO 曾说过，
“ 足够
优秀”已经变得不足够了，顶尖人才的涌现增
加了名校的申请难度。随着优秀申请者的增
加，
很多名校更希望采用申请小作文、入学面
试等更为个性化的选拔方式，去看到申请人
在分数以外的一切。
就读杭州某中学的小俞，托福和 PQK 成
绩普通，却能成功收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等美国四所 KLM78 名
校录取。究其原因，是因为刘素珍老师在外语
培训时就结识了小俞，非常了解他的性格特

质。因为了解，所以刘老师在后期润色申请文
书时，能充分体现出他开朗、乐观、有理想的
一面，让原本成绩普通的小俞，获得名校招生
官青睐。
想要充分了解留学生在海外的学习、生
活情况，讲座中我们也将请到华盛顿大学李
同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俞同学、德州大学
奥斯汀分校的徐同学等一起分享。

文书如何打造
学生要注重课外积累
虽然知道了申请文书这类“软件”背景的
重要性，
但是很多学生还是很迷茫，不知该如
何做准备。刘素珍建议，
学生可以从校内、校
外两个方面开展实践活动。校内的课外活动，
例如社团、学术竞赛、校园演讲等，这些活动
不仅可以体现出申请者的领导力、人际交往
能力，同时也能展现出申请者在未来专业方
向的兴趣和潜质。
校外的课外活动，例如志愿者、社区义
工、夏令营等，
这类活动对于申请也具有较高
价值。不仅能够突出学生改变社会的真实经
历和能力，
同时也能展现出爱心和责任心。这
不仅仅是让自己在申请中显得更全面，
而是当
你到了国外，这些方面也能扩大自己的交际
面，
提升情操和审美，
对未来发展帮助很大。
关于申请文书该如何准备、整理、润色以
及申请美国本科名校、热门专业的注意事项，
刘素珍也将在讲座现场逐一讲解，给准留学
生和家长最具价值的参考建议。

. 号楼 5 楼 < 室，网址：
===(>?'2')2*(&1,；南开
在职研究生设金融学、
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
理）、 行 政 管 理 等 专 业 ， 咨 询 电 话 ：
875. 9
:78@/8A5，地址：延安路 7.7 号国信大厦 7.7
室，网址：===(B'BC'D)2*(&1,；社科院在职研究
生本次招收企业管理、民商法、经济法等专业，
咨 询 电 话 ：875.—:755.5@;， 网 址 ：
===(
EF)C)4*'B(1G0。

加 拿 大 留 学 网（!""#$%%&'()*(&+,(&-%）
称，根据以往的规定，留学生只能在校内工
作，学成后的合法工作时间也只有 . 年。新
政策规定：在公立大学和学院学习的留学
生，学习期间可在校园外打工；留学生在加
拿大高校完成学位教育后，可在加拿大合
法工作 / 年；留学生在加拿大院校间转学，
不再需要重新申请学生签证。业内人士分
析认为，政策调整对留学生有利。
（章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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