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日，由成都瑞思学科英语

主办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暨学科英

语教育高峰论坛”成功举办。该论

坛邀请到多名顶级国际教育专家，

针对英语教育的创新教学方式展开

讨论。论坛上，中美两国教育专家共

同探讨了最先进的人才培养教育理

念， 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博士

Wendy进行了主题为“好习惯成就

孩子的一生” 的讲座。Wendy博士

从孩子的习惯问题、 好习惯的重要

性、四大重要习惯及其养成、习惯养

成的金科玉律等四个方面， 与家长

分享了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理

与心理活动， 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

良好习惯。

（樊英）

千名师生诵读《弟子规》；表演武

术、古筝、舞蹈等节目；展示国画、素

描、 书法等作品……10月11日上午，

北大成都附属实验学校举行开校典

礼，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副理事长、

北大青鸟集团总裁、北大成都附属实

验学校董事长初育国表示，学校将传

承发扬北大的创新精神，特别是在人

才培养模式上进行创新，希望第一届

高中毕业生就有学子考入北京大学。

北大成都附属实验学校是龙泉

驿区重点引进的教育项目， 由百悦

集团旗下的国地置业有限公司与北

大青鸟集团公司共同投资创办，是

一所集学前教育、小学、中学为一体

的全日制寄宿学校。 学校位于龙泉

驿区天鹅湖片区，占地90亩，总规划

6万平方米。学校大门以北京大学西

校门为模板修建， 成为城东片区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在校园里，有现代

化的教学楼、 实验楼、3D演绎报告

厅、水立方恒温游泳池、高尔夫练习

场等。 今年首届招生就招收了27个

班，从小学到初一共计900余人。

董事长初育国表示， 希望把学

校办成中国最好的、 世界一流的优

秀学校， 努力打造北大精英教育品

牌。他寄语同学们树立远大理想，努

力学习，在北大的理念下，注重道德

修养，突出个性，全面协调发展，将

来有更多的学子跨入北大以及世界

一流名校。

（杜玉飞）

201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逼

近40万， 而这个留学队伍的组成正

逐渐向低龄化靠近， 高中留学进入

了白热化的竞争。 狄邦教育成都分

公司留学中心副主任蒋亚琴老师认

为，造成留学低龄化的原因，首先是

家长对美加英等发达国家教育质量

的认可；其次，美加英的教育都是越

往后质量越好， 越早送孩子出国越

利于接受更高的教育；第三，拥有国

外高中的教育背景更容易被这些国

家的大学认可， 大大增加了被名校

录取的几率。

但高中出国孩子年龄较小，低

龄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 据蒋老师

介绍， 美国顶尖的寄宿高中竞争相

当激烈，有的学校在中国只录取3～

4个学生，却有上百人报名。去国外

读高中也是对学生自我约束力的挑

战，很多高中下午三点半就放学了，

剩余的时间学校希望学生去参加活

动，如社区服务等，但缺乏约束力的

孩子往往会把时间花在玩游戏上

面。最后是对适应力的挑战。因为文

化差异、语言障碍以及饮食习惯等，

导致一些学生交不到朋友， 会感到

孤独，有挫败感，从而失去自信影响

到学习。当然，也有家长会出现各种

心理不适应的问题。

那么家长在准备送孩子出国

前，如何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培养？

第一是解决语言障碍问题。 狄邦教

育成都分公司副总经理向昆说，很

多人觉得语言学不好是因为孩子太

小，事实上，在狄邦培训的孩子中，

有的初二就能考到托福90多的高

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还像传

统教育那样去强迫孩子学习，有没

有把这种语言的学习变成孩子生

活的习惯， 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

题，语言障碍迎刃而解。第二，留学

前多了解当地文化习惯，可以多看

些当地文化书籍或小说电影， 多和

有留学经验的家庭交流。第三，教育

孩子以一颗更加包容开放的心去融

入环境。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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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艺考提前近三个月

■

主题：我的孩子适合留学吗？

时间：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2

点

30

分

地点：树德中学国际课程班（树德里

4

号宁夏街校区）

■

主题：

2013

秋季美国教育留学盛典暨高

/

本

/

研服务升级全国发布

时间：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

点

30

分

地点：锦江区下东大街

216

号喜年广场

A25

楼

留 / 学 / 加 / 油 / 站

（凌鑫晨）

好习惯成就孩子的一生

传承“北大”精神 着力培养综合素质

北大成都附属实验学校举行开校典礼

高中留学方兴未艾 专家呼吁理性选择

变化一：

此前，川内院校艺术类招生普遍

按照专业划线投档，2014年起将按专业大类

划线投档，投档线不再让你眼花缭乱。

变化二：

此前，学生们报考时，一个院校志

愿只能填一个专业志愿，2014年起，志愿表格将

发生变化，每个院校志愿下设五个专业志愿，考

生填报时难度降低。

变化三：

艺术类首设提前本科批。

变化四：

此前川内院校编导类专业各校录

取规则不一，2014年起，编导类专业全部按照

双上线后依文化成绩投档录取。

对考试时间变化表现得最不敏感的是川内一些

高校。四川师范大学招生负责人表示，考试时间的变

化对他们并没有影响， 反而在他们看来专业考试提

前，学生们可以留出更多时间备战文化考试。从2014

年起，四川将编导类专业的录取规则统一为“编导类

专业全部按照双上线后依文化成绩投档录取”， 体现

了对文化课成绩的重视。因此艺考提前，对艺考生来

说绝对是好事。

多所高中学校也持同样态度。 武侯高中一位高三

数学老师告诉记者，此前艺考集中在3月，报名多在1月

就开始， 不少学生还要参加省外高校的单独招生考试

和专业集训课程，“基本上从1月到5月，学生的文化课

学习计划都要被打乱。” 而新的考试时间下，1月下旬

艺考结束后，学生们还有4个多月的时间，可以专心复

习文化课。

11位接受采访的考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对艺考

时间的调整投了“支持票”。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

表示， 艺考的各项调整都是往有利于考生录取和备考

的方向进行的，今年是第一年，一些考生可能存在不适

应，但明年，考生们会发现这些改革的好处。

据记者了解， 目前多个省份都把艺考的时间调整

到了年前， 山东、 北京等地2014年的艺考报名都定在

2013年11月，较往年提前了1个多月。

弊

利

考试时间的变化不仅是改个日子考那么简单， 随之而

来的是各培训机构教学计划的调整以及考生备考计划和心

态的巨大变化。 记者昨日采访了20位考生，9人对这一变化

投了“反对票”。

来自内江的高三考生王磊原本计划12月才到成都来参

加编导的专业集训，虽然今年8月各大媒体就通报过2014年

艺考时间将提前的消息， 但很少看新闻的王磊直到前几天

老师通知他准备报名后才知道。“没办法， 只有赶紧来成

都，亲戚家暂时也住不下，现在每天都得住宾馆”。除了近

万元的培训费，家里每天还要多承担100多元的住宿费。

华西中学高三的李明祁则认为，艺考调整到了明年1月

份，与一诊时间接近，给他带来很大压力。

记者联系了市内多家艺考培训机构， 相关负责人都表

示，艺考时间调整打乱了原本的教学计划，集训普遍现在就

开始了，而今年的招生宣传也非常赶，一定程度影响了招生

效果。 一家不愿透露姓名的编导专业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表

示，今年的招生人数较往年少了一成。

时间的调整，还对考点带来了一定影响。四川大学历来

是表演、编导类的考点，往年全省统考一般都在3月中下旬，

那时学校一般无其他大事，备考安排也有了一套规范。今年

时间调整后，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该校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因为2014年的考试调整到了1月底，正好遭遇高校期末

考试，教室可能会有些紧张，这给备考带来了很多不便。

教学计划重调

提前备战“压力很大”

留出文化课复习时间

有助于文化成绩提升

弊 利

新 / 闻 / 链 / 接

从 2014年

起，四川艺体招生

将面临投档原则、

录取方式、考试时

间等5大变化。首

当其冲的是考试

时间的变化，因为

它是考生们最先

感受到的。10月

14日， 各科目的

文考现场报名确

认开始， 相比往

年， 表演编导类、

音乐类的考试时

间提前了近3个

月。考试时间的变

化也成为目前考

生和培训机构热

议的焦点。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2014年艺体招生其他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