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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学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梦 工 厂 教 育

SAT写作老师钱江

明建议学生们，从阅

读中了解美国以至

整个西方的历史、文

化、 科技和文学艺

术， 但阅读的内容是有讲

究的。 对文学感兴趣不需

要去读《莎士比亚全集》，对历史感

兴趣没必要去读希罗多德的 《历

史》， 对经济感兴趣也不必去读亚

当·斯密的《国富论》。

作为高中生，要了解历史，应该

读浅显的历史入门书籍而非深奥的

史论；要了解文学、艺术和科技，可

以读相对应的文学史、 艺术史和科

技史， 而非专著。 比如一本《The�

American� Tradition� Literature》足以

让学生了解美国的主要作家和文学

流派等，写作文足够拿来“旁征博

引”了，而读完它甚至比读《马克·

吐温全集》还要短。历史方面，钱老

师推荐Axelrod所著的《1001� Events�

That� Made� America》或Remini所著

的《A� Short�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及Kagan等编著的《The�

Western� Heritage》。 前两本书以简

洁清晰的方式阐述美国历史， 后者

是美国大一学生《西方历史》指定

参考书。

钱江明给学生特别推荐了两档美

国电台时政节目：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的新闻时事专题节目和美国

之音（VOA）的专题报道。其中VOA

的专题报道题材非常广泛，包括科技、

自然探索、经济、教育、农业、美国人物

志等等。这些广播节目使用的句式、词

汇和语法都非常正规， 不仅能帮助我

们积累写作素材， 还能为写作的遣词

造句提供宝贵借鉴。 这些节目一般配

有文本，顺带练习一下听力。

钱老师还推荐了美国电视 “历

史” 频道制作的纪录片 《America:�

The� Story� of� US》，这部纪录片详细

讲述了美国从立国到现代的成长历

程，以及各种历史事件如何造就了今

天的美国。奥巴马总统亲自为该片做

片头的序幕演讲。学生除了学到有关

知识之外，还能从该片的语言中学到

如何将句子表达得流畅而优美，并且

富有鼓舞人心的感染力。

“在我的学生中有音乐爱好者，

我就鼓励他去了解自己喜欢的音乐家

的生平故事，并将其发展为写作素材；

有喜欢数学、物理学的‘学霸’，我就

鼓励他们去了解近代数学、 物理学的

发展史， 了解那些激动人心的不同思

想碰撞的火花， 比如伽罗华如何在决

斗前一晚上写出让后人研究了100年

的群论。 只有掌握自己感兴趣的鲜活

例子和故事，SAT写作才是让人兴味

盎然的，而不是无聊乏味的苦工。”

带着这些问题与专家交流

与教育参赞、校方代表一对一交流，这样的机会是很

多准留学家庭梦寐以求的。专家建议家长不妨先到留学咨

询机构与顾问进行前期的沟通交流，明确自己的留学意向

和可行性，这样才能在现场问出更有针对性的问题。一般

来说，家长们向专家咨询的问题包括：学校该专业课程是

否安排了实习部分？ 该专业毕业后的就业领域有哪些，就

业率如何？学生可以申请哪些奖学金？该院校的优势专业

是什么，体现在哪里？

成都商报记者 凌鑫晨

SAT写作得高分？ 阅读内容有讲究

如何在SAT考试中获得高分？对于正在备考的学生来说，单词量

造成的阅读障碍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反倒是写作考试时，面对各式

考题无法下笔那才真心“想哭”。怎样才能写出有思想和深度的SAT

作文，美中国际教育总裁Michael� Wang认为，没有充足的阅读量是

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大多数学生还停留在背范文、经典语句等最原

始的备考方式阶段。美国SAT满分学生还为成都学生开出了一张阅读

书单，希望能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

对话美加俄前教育参赞

量身定制留学之路

面对越来越多的留学教育展， 学生们在参展时究竟要

留心哪些方面，才能收获最有用的信息？近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金吉列成都留学教育公司获悉， 该公司在夏季教育展

上的一大亮点就是：请来三大中国驻外使馆前教育参赞，分

别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三国的留学政策入手，为准留学

生带来最全面的留学申请指导。

“顶尖名校其实是少数人的战场”

指导专家： 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前教

育领事 刘在祥

留学咨询过程中，不少顾问都曾碰到

过“非名校不读”的准留学生，但刘在祥

认为，顶尖名校只是少数人的战场。“不是

所有的学生都适合留学，而海外院校也并

非只有名校才有竞争力。”刘在祥建议家长和学生们更多

地从自身竞争力、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出发，选择最适合

自己的大学。“其实美国的大学有研究型大学、文理学院、

社区大学等多个类别， 每个类别都有顶尖以及适中的院

校， 一些综合排名不高但专业实力极强的大学也值得关

注，因为顶尖名校的强势专业数量有限，甚至很多学科的

专业排名还不如二流院校。”

“加拿大读大学，凡大专以上公立都好”

指导专家：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公使衔教

育参赞 师淑云

“看加拿大高校排名没有用， 只会误

事。”师淑云深谙加拿大教育之道。她介绍，

加拿大教育投资占全国GDP的7%，所有教

育权限都在各省。“加拿大高等教育从专

科、本科到硕士、博士都有，凡是省立（公立）的学校都好。”

所有公立学校的学历学位加拿大及世界都承认， 私立学校

的选择需要考虑其声誉度以及是否被本省教育部门所认

可。加拿大院校无论私立或公立，学费一般是每年1.6万~2.4

万加币，具体由择校和专业情况而定，加上生活费用，每年花

费14万~18万人民币， 且属于北美的教育体系， 性价比非常

高。另外，所有公立学校及被认可的私立院校毕业生，都能通

过相关移民政策途径申请移民。

“别扎堆艺术，能源贸易前景广阔”

指导专家：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前公使衔教

育参赞 裴玉芳

“名校”是学生们追逐的热点，而“名

专业”同样是大家选择的热门。近几年，学

生们去俄罗斯留学不约而同地扎堆艺术，

尤其是美术、音乐等专业，对于归国后的就

业增加了一定难度。裴玉芳建议学生将目光放远一些，其实

像服务业、 工程类等专业同样是就业的热门。“工程类、能

源类、贸易类在俄罗斯或中国都极为紧俏，留学生毕业后不

仅有很大希望留在俄罗斯工作，更有机会移民。“国内目前

商务翻译人才极缺乏， 正待更多的中俄双语专业毕业生前

来补充。”

目前很多学生的SAT写作，主要

是依靠背写作素材和写作模板，就算

能应付眼前的考试，但也无法应对到

美国大学后的英文写作要求。狄邦教

育成都公司副总向昆表示，SAT的

“批判性写作”， 需要通过阅读一些

批判性的材料才能够得到提高，而这

正是中国同学广泛欠缺的批判性思

维方式及知识基础。

《立场———辩证思维训练之社

会篇》这本书，谈到对于安乐死的想

法时写到：保护生命对大多数人来讲

是神圣的，至关重要的，但是安乐死

是否应该适用于一位昏迷不醒的需

要靠机器来维持生命的90岁老人呢？

保守派的观点在于一旦允许生命的

价值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那么就

会面临更大的问题———是否社会允

许终结所有年迈体弱的老人生命呢？

社会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让一部分

高兴，一部分人郁闷。或者说就算是

绝对正面的变化也会有黑暗的一面。

比如说，现代城市生活保障了人们的

隐私和自由，但是这样的隐私和自由

又会产生孤独寂寞感。“从这些可以

看出， 一个话题从不同的角度去理

解，就会有了不同的看法。”向昆认

为，批判性辩证思维方式就是希望学

生看到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从而进

行更为客观的思考和分析。 这就是

SAT作文的一个考察方向。

比如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问

题， 不同的媒体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媒体是有偏见

的。如何去理解媒体的偏见，这个话

题在SAT真题的阅读文章中出现过。

向昆建议学生阅读 《立场———辩证

思维训练之社会篇》 一书的第一篇

《Does� the� Media� Have� a� Liberal-

Bias？》（媒体是否存在偏见）， 里面

明确讲述了我们关于媒体的偏见性。

再比如2013年11月SAT作文题

《Is� Imitation� of� Others� Always�

Harmful?》（模仿别人是否总是有害

的）。如果学生读过《哈利波特》，那

里面的故事就告诉我们， 赫敏从不

去模仿别人， 而是自己挖掘出更多

的新知识， 从而才能解决越来越多

的困难。

从2016年开始的SAT考试，虽然

写作已经作为选考了，但是改革方向

是需要考生首先阅读一篇事实文章，

然后根据事实文章的内容进行批判

性写作，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的考

试更需要学生有批判性的辩证思维、

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广泛的知识面。

向昆建议同学们由此出发，辩证地去

思考各种社会问题，阅读不同领域的

书籍，包括历史、经济、哲学、文化等，

让SAT考试更加游刃有余。

了解西方文化 阅读有“窍门”

SAT“批判性写作” 需要阅读批判性的材料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凌鑫晨

SAT满分学生

Kristy推荐书目

《美丽新世界》

《了不起的盖茨比》

《推销员之死》

《哈利波特系列》

《饥饿游戏系列》

《失落的秘符》

《天使和恶魔》

《达芬奇密码》

《裘力斯·凯撒》

《罗密欧与朱丽叶》

《麦克白》

《不可儿戏》

《贝奥武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