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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在新东方前途出国CEO周成刚看来，留学要赢

在未来，必须尽早规划人生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并采

取行动。

各国为留学生创业推出系列优惠政策

留学生毕业后，传统的出路不外乎做“海归”，

或留在国外拼绿卡。近年来，在欧美多国政策的支持

下，有意创业的留学生可获得免税或资金资助，部分

留学生更通过成功创业而获得当地身份。

据新东方前途出国留学顾问介绍，在加拿大，学

生累积1年工作经验，成功申请经验类移民后，将享

受到政府的创业扶持政策，包括部分税收豁免等。在

荷兰，自主创业者在创业第一年可享受33%的免税。

在英国，学生只要拿出富有创意的研究或工作成果，

以此得到风险投资公司或政府相关部门(包括学校)

的认可，并取得5万英镑及资金担保信，即可取得毕

业生创业者签证，此签证时间为12个月，期满续签12

个月即可，同时不需相关投资管理经验。学生在两年

期间达到5万英镑收益，在现有的移民政策下，就可

以成功转企业家移民。

学校课程为职业发展铺路

为帮助学生创业， 很多国外学校都有专门的创

业课。美国东北大学技术创业专业，教学生如何进行

有效的产品定位，如何利用外部资源和客户、商业伙

伴协同进行产品开发。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美国天

普大学、美国麻省大学等都设置有“企业家专业”，

教学生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英国的纽卡斯

尔大学、萨里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雷丁大学等，学生

可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企业家的创造能力、 市场战

略、业务管理、财务管理、创新理念等。学生需要完成

一份商业计划或者在学校提供的领域进行实践，才

能完成该项课程

10月19日，新东方国际教育展将在成都举行，本

届教育展以服务广大留学家庭、 汇聚国际教育精华

为主旨，通过留学讲座、小型workshop、顶尖名校精

英现场答疑、专业职业测评等活动，为有留学需求的

学生提供对话海外名校、精英的机会，帮助学子们找

准未来发展方向，提前做好学业、事业的双重规划。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随着通用申请表（Common� Application）的改

版和2014� U.S.NEWS最新美国大学排名的出炉，不

少人担心政策变化会给自己带来影响。那新政下如

何准备2014年的秋季申请？ 美中国际申请部名校申

请总监Lisa为大家支招。

通用申请表改版体现学校的录取标准

2013年秋，通用申请表做了全面改版，更直接表

达了美国本科学校所希望录取的学生标准和群体。

具体的变化有：在活动清单（Activity� List）的描

述部分，字数从100字符增加到150个字符，学生有更

多空间来展示；写作部分更新了5个文书题目，鼓励

和要求学生在写作时反思，且字数严格控制在250～

650字；小文书（Short� answer）将不再出现在申请主

表里，而由每所学校选择是否放在自己的附加申请

（supplement）里；新CA的备选版本将没有限制，除

了文书，学生可以无限次修改网申（旧版本只限于

10次）；最多可以提交三个不同的文书版本；学生提

供成绩报告提到自己的排名时， 要说明学校或年级

总学生人数，由高中班主任填写，只能填写一次,�不

得修改；增加新的非学术性评价，可以由申请者的同

学、朋友或其他人提交，但是否需要这份材料由学生

申请的院校决定；新CA将只接受网上申请，不再接

受打印CA表格并寄送纸质申请表格给学校。

U.S.NEWS� 2014大学排名解析

最新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大学排名，

改变了同行评比的权重， 增加了学生毕业率与返校

率的权重。 美中国际申请部名校申请总监Lisa分析，

在综合大学和文理学院排名中， 排名前10的学校浮

动不大。从综合及文理前10名的录取率来看，哈佛依

然是录取率最低的，仅有6.1%。前100名院校里，宾州

州立大学从去年的46位跃升至37位， 波士顿大学从

51位升至41位，东北大学从56位攀升至49位。

而最让人意外的是， 常年居于前50名的华盛顿

大学西雅图校区 （可不提供SAT的前50热门院校）

和德州奥斯丁分校跌出了这一阵营。 但这并不代表

申请难度的降低。作为一所3万人以上的大型综合院

校， 华盛顿大学的工科和商科教育质量都属于全美

一流； 德州奥斯丁分校的商科和工科招收国际学生

的比例也相对较低。

Lisa特别提醒，排名并不代表一切，每个学校的

学术特长不尽相同， 所以会出现学校某专业排名很

靠前而综合排名很靠后的情况。 申请方案制定过程

中，保持一颗平常心，多咨询专家意见，理智看待排

名和美国大学申请。

本周六下午1点半，美中国际研发中心专家将举

办2014秋季申请专场说明会， 针对更多学校政策变

化指导大家申请大学。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每次去境外出差、旅游，或是有亲戚朋友汇了一

笔外币回来， 很多市民都习惯于去银行柜台排队办

理。其实，完全没这个必要。中国银行出国金融专家

表示，通过网上银行、中银自助通等电子银行渠道，

就能办理个人结售汇业务，与在柜台排队等待相比，

可节约大量时间。

可随时查询最新价格及交易详情

国际外汇市场瞬息万变， 人民币与其他货币之

间的兑换价格也随时发生着改变。为此，各家银行每

天都会根据市场状况， 不断调整人民币与外币的兑

换价格。传统结售汇业务，个人需要在银行排队，通

过柜台提交申请单、复印身份证，耗时较长，有可能

在办理前是一个价格，办理时又是一个价格。

中国银行出国金融专家表示， 中行小额结售汇

系统已与外汇局个人结售汇管理系统对接， 能帮助

客户通过网上银行或自助终端， 实时办理人民币与

外币的相互兑换，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还能查询到

最近三个月的交易详情及剩余额度。目前支持9类货

币进行交易，包括：英镑、港元、美元、日元、加拿大

元、澳大利亚元、欧元、瑞士法郎、新加坡元。网上银

行结售汇交易为每日9:00~17:00受理，中银自助通结

售汇交易为每日9:00~21:00受理。

个人结售汇年度不超过5万美元

通过网银或自助终端兑换外汇确实方便， 但不

是你想兑换多少就兑换多少。 按照国家外汇局的规

定，经常项目下个人结售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额度

有效时间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无论你是出境

旅游，还是公务出差，个人结售汇的累计额度均不能

超过等值5万美元。如果确要超出，就需要携带相关

资料到银行营业网点办理。 中国银行出国金融专家

表示，当你自助完成购汇之后，还可通过网银渠道继

续使用“跨境汇款”功能，将资金汇往境外收款人账

户，每天累计不超过5万美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不要把任务交给学校和家教

学好数学，一定要营造轻松的学习环境。在家学

习，场所一定要固定，家长切莫搞一些娱乐活动，一

个舒适的学习环境很重要。

不要把任务都交给学校和家教，因为全班有那么

多孩子，老师不可能一一关注到。曾有一个孩子上交

的作业全部正确，我给他重新发了相同的试卷，结果

正确率不到一半。原来，这孩子的作业是家教帮助完

成的，家教只关心结果，并不关注孩子是否真正懂了。

实在要学奥数，至少要等4年级后

学习数学，要养成好习惯，学会好方法，形成好

能力。低年级养成好习惯了，中年级掌握基本知识，

培养基本能力； 高年级掌握基本知识， 培养综合能

力；更高年级具有好的思维方法，形成学习知识的方

法和能力。对于奥数培训，奥数本来是培养高精尖人

才、培养求异思维能力的，但现状却是学生年龄越来

越小，难度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多，师资越来越差，

市场越来越乱。最后导致学生难题不会做，思维没发

展，在不当的时间，用不适合的方法，吃了以后要吃

的“饭”。

不要盲目补奥数，如果实在要上，一定要等4年

级学习了方程后再学奥数。 而且补习的难度不能太

大，要适可而止，否则适得其反。

做数学题，要让孩子讲出来

告诉大家一个数学学习的诀窍： 要让孩子把解

题思路讲出去。能讲出来的孩子一定会做，会做的孩

子不一定能讲，也许只是依样画葫芦。“学语文是君

子，讲究动口；学数学是小人，讲究动手。”学习数

学，最关键是用好两大宝，双手和大脑，孩子做数学

作业，一定要动手，身边必须要有一个草稿本。

至于家长关心的是否用“题海战术”开拓思维

能力，现在的理念是精讲精练。一定要孩子多思考，

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让孩子在一题多解中培养

思维能力和不同思维方法，使复杂问题简单化。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摄影记者 陶轲

总有一种方法适合你

学数学原来如此简单

透过美国新政

看最新留学申请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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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卫东 龙江路小学（南区）老师，数学高级

教师， 中国奥林匹克数学一级教练员。 从教

20

多

年，获数学现场赛课一等奖，编写多本数学辅导资

料，每年指导几十名孩子获奖。

教学风格：语言诙谐幽默，能充分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教学格言： 多种方法中总有适合你的最佳方

法，数学原来如此简单。

中国银行出国金融专栏

无须再排队 个人结售汇可自助办理

■奥数本来是培养高精尖人才、培

养求异思维能力的， 不要盲目补奥数，

如果实在要上， 一定要等4年级学习了

方程后再学奥数。

■学语文是君子，讲究动口；学数

学是小人，讲究动手。学习数学，最关键

是用好两大宝，双手和大脑。孩子做数

学作业，一定要动手，身边必须要有一

个草稿本。

留学规划要与职业规划挂上钩

由成都商报、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全搜索

新闻网主办的“好老师大讲堂”继续向社会征

集授课老师， 家长也可以将你最关注的问题

告诉我们。“好老师大讲堂”相关视频，可登录

成都全搜索新闻网视频专区观看。

讲座分享

好老师大讲堂

单词玩着背

发现数字无穷趣味

在短短几分钟内，年仅12岁

的小美就把25个无规律字母组

成的单词正背、倒背如流，还能

“转着圈背”。现场演示结束后，

家长们对小美的记忆力赞不绝

口，小美俨然成为大家公认的小

神童了。小美能发生如此大的改

变，得益于三个月前她参加了卓

卷美式超营的培训， 在新学期

里，她的英语成绩噌噌噌地往上

蹿，其他各科成绩也都跟着大幅

度提升。

据培训老师介绍，小美只用

了5天时间， 就背完了初一整个

学期的英语单词，原因是她掌握

了高效的记忆方法，把平时觉得

很难背的知识点轻松记住，把学

习都当成玩一样。其实每一个同

学都可以像小美这样，用正确的

学习方式，高效的记忆方法，快

乐地学习并且迅速提高成绩。

现场有个孩子听完老师的

讲解之后，兴奋地握紧拳头说：

“原来学习也可以这么好玩，在

我有了这些方法之后，数理化还

怕什么呢？”他叫明浩，数学成

绩是他上初中以来最头疼的事。

明浩参加了卓卷美式超营之后，

学习数学的难题真的得到了解

决。据明浩的妈妈和老师反映，

在刚刚结束的一次测验考试中，

明浩的数学居然考到了88分，比

以前提升了一大截，而这发生在

明浩参加完体验课不到20天的

时间里。 明浩的脸上经常挂着

笑容， 妈妈说现在明浩越来越

自信了！

奇妙思维方式

作文就是小菜一碟

老师在现场给家长和同学

们讲解了一套世界先进的思维

方式，不到20分钟，家长和同学

们就惊奇地发现，一篇精彩绝伦

的作文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完成

了，大家无不拍手叫绝。某知名

中学的高博算是典型中的典型。

体验课现场， 高博的爸爸说：

“给孩子请过好几个家教，也给

孩子报了各种辅导班，每年参加

的培训补习班不下十个，费用少

说也都要三四万元，但是学习成

绩一直上不去！”

老师的一席话让高博爸爸

羞愧难当。 老师说：“其实孩子

一点也不笨，他的学习方法本身

就有问题，你们家长还逼迫他参

加他根本没有兴趣的补习，钱是

白花了， 孩子的精力也浪费了。

你看那些成绩好的孩子们，哪一

个是要父母天天逼着打着学习

的？ 孩子的学习兴趣最重要，有

主动学习的能力，才能考出好成

绩；培养孩子好的习惯，才是最

重要的！”

高博参加完体验课之后，说

了一句话更是让爸爸哭笑不得。

高博说：“今天你带我来这里才

算是来对了，因为只有来到这里

我才觉得学习有乐趣，参加我感

兴趣的才有用。”

为了孩子成绩，父母不计代价

一年花三万

不如两小时一堂课？

这段时间，卓卷美式超营的现场免费体验课一直

是众多家长讨论的热点，更有家长为了抢占一个体验

名额，不惜从乐山、达州等地赶到成都。近日，记者也

应邀参加了一场卓卷美式超营时长两小时的体验课，

几个10来岁孩子经过不到半小时的专门训练后所爆

发出的潜能，让在座的家长们惊叹不已。

卓卷美式超营体验课现场

高分数不用逼

快乐才能高效率

如果您的孩子有不听话、

叛逆、不主动学习、自控力差、

自闭、难沟通、不自信，或者苦

苦努力却成绩不佳等问题，就

不可错过！

上一次的体验课《玩出高分

数·成就好性格》刚刚结束，卓卷

美式超营组委会就接到数百位

家长的来电。应广大家长及学生

的强烈要求，卓卷美式超营组委

会通过多方协调，定于近日再次

举办卓卷美式超营 《玩出高分

数·成就好性格》体验课，时间有

限，望广大家长提前预约领票。

2013卓卷美式超营再次在

成都开营，由于受寒假时间和训

练场地限制，同时保证每位学员

的教学质量，特决定仅从成都市

选拔200名中小学生 （10～16

岁）参加特训。

主办单位：美国卓越教育研

究中心、 国际青少年营地联合

会、国际青少年记忆大师委员会

协办单位：都江堰光亚国际

学校

承办单位：北京卓卷教育集

团成都校区

体验会时间 ：

10

月

19

日下

午

2:00

体验会地点：劳动人民文化宫

抢票热线：

028-66765866

【温情提示】

本次精品课堂仅设

50

个家

庭席位，按电话报名先后次序安

排听课。因报名人数众多，为确

保讲课现场每个家庭席位能有

效使用，家长在领票时需付

50

元

席位押金，入场时将凭票退还。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现场体验

体验课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