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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看国内成绩六七十的她

如何获得多伦多大学青睐

吴同学，曾经是成都某中学学生，高二

上学期选择去加拿大完成高中学业。 在国

内读书的时候，全班40多个同学，她一直排

名30多位， 物理化学甚至只能考到六七十

分。去加拿大学习了两年，她今年成功获得

了多伦多大学、 滑铁卢大学和布鲁克大学

三所世界顶级名校的录取， 而滑铁卢给的

录取更是专业排名第一、 录取难度最大的

精算专业。同时，吴同学在当地和学校还获

得各种化学奖、数学奖、留学生奖学金和加

拿大总督奖， 成为应届获得最多奖项和唯

一的总督奖的国际学生。 在国人眼中成绩

一般的她，是如何做到逆袭的呢？

华樱出国留学专家黄永菊表示，吴同学

在加拿大能够发展得更好， 首先是兴趣使

然，这跟两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在国

内主要是所有知识的全面学习，老师不太关

心学生真正感兴趣的课程，学生也不能明确

地知道以后学什么方向或者毕业后想成为

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吴同学去

加拿大第一学期要求选的一门课就是职业

教育，想通过这门课清楚地知道各行各业是

干什么的，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需要选

择哪些课学习等等。同时在选课上你可以选

感兴趣的、擅长的课程，这样学习有兴趣了，

有目的了，学习效率自然就高了。

其次，国外教育传达的理念与国内也有

较大区别。在国内高中阶段，从每天早上7点

一直学到晚上9点晚自习下课， 回家后还有

非常多的作业要写， 特别是文史类的作业，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誊抄课本上的内容。所

以，吴同学在国内的高中生活没有一天是凌

晨一点前入睡的。而加拿大的高中一天只上

4节课，每节课75分钟，中间休息五分钟，下

午两点多就放学了， 然后可以参加棒球、橄

榄球等感兴趣的运动培训。因为国外中学更

看重学生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个人独立

性格的发展，不要求死记硬背的知识，希望

看到的是你理解之后有自己的思想，同时拥

有自己真正的兴趣爱好。

海外读高中

申请世界顶级大学更容易

到海外读高中还有一个强有力的优势，

就是可以大大提高申请世界顶级大学的概

率。例如申请美国哈佛、耶鲁等常春藤名校，

中国学生若是在高中毕业以后再申请，其实

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提前到美国读高中，申

请起来就会容易很多。在高中阶段留学美国，

不但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相应课

程，还可以选修大学预修课程（AP课程），为

进入美国顶尖大学打下基础。同时，在美国就

读高中，参加SAT考试也非常方便，可直接参

加AP、IB等考试， 且所有的学业成绩并入美

国大学的评估体系。黄老师告诉记者，在美国

读高中是进入美国常春藤名校的黄金跳板，

在美国高中阶段所获得的学习经历、课外活

动等各种历练更易被美国大学评估，提交的

自我陈述和推荐信也更具公信力。

但黄永菊还是提醒大家， 是否选择在

高中甚至更低的年龄出国留学， 还是要根

据孩子的自控能力、 学习能力及独立生活

能力进行选择，不能盲目跟风。

据悉，11月15日， 华樱教育集团22周年

庆特别活动，将有来自美、加、英等国的高中

校长及招生官代表团莅临成都，为学生和家

长提供更多高中留学、海外院校招生信息和

现场面试机会。当日更有美国名校面试权威

机构CIEE的面试官， 亲临成都为学生提供

面试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凌鑫晨

11月15日下午，“世界好学府”澳洲常

春藤———澳洲八大名校将组团来成都，寻

找“中国好学生”。作为IDP八大名校中国

巡展的首站， 你不仅能在此体验到墨尔本

大学、 新南威尔士大学等顶尖八大名校集

体亮相， 一对一地直面名校招生官进行深

入沟通，还能得到IDP金牌顾问倾力制作的

留学方案。 为配合展会，IDP成都办公室重

磅推出“免费申请”澳洲八大的活动，活动

期间，不仅免除大学的申请费，更有机会免

除澳洲八大留学办理的中介费。

澳洲八大名校，又称澳洲八校联盟，被

誉为南半球的常春藤联盟， 由澳洲国立大

学、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昆士兰大学、蒙

纳什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阿德雷德大学

和西澳大学八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组成，享

有澳洲政府近七成的教育和研究预算，是

孕育澳洲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 最新公布

的2014/2015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澳洲八

大悉数跻身全球百强， 再一次向世人证明

了其毋庸置疑的雄厚实力与一流的教学质

量。 八大的毕业生在全球就业市场有着强

劲的竞争力，起薪高，深造机会多，政商界

的杰出校友更是数不胜数。 选择澳洲八大

名校，意味着选择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一流

的教学质量和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因此，

澳洲八大名校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生向往

的高等学府。

■参展小贴士

建议有意向的学生或家长提早联系

IDP成都办公室顾问， 了解八大名校优势

专业，以便到展会现场咨询的时候有的放

矢，希望参加面试的同学提前了解如何正

确准备申请资料。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很多家长或许都

认为， 孩子学习好是

因为“聪明”，把“学

习好”和“聪明”画上

了等号。 但经过相关

调查发现， 这些聪明

的“学霸”，多数都参

加过类似“非凡学习

力·成长新革命”这

样的专业培训课程。

参加过类似免费

体验课的学生， 都学

到了不少科学高效的

学习方法， 成绩有了

明显提高。“非凡学

习力·成长新革命”

体验课主办方也接到不少家长打来的感谢电

话，他们还帮助朋友、亲戚、同事咨询什么时

候再开讲。经多方协调，主办方决定11月16日

加开体验课，没能抢到票的家长，现在打电话

028-86531828还有机会再次抢票听讲。

3D立体记忆 学科内容玩起来

在“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 体验课

上，学能训练导师王加华这样说：“超能学习

法让孩子充分发挥大脑潜能， 将语数外史地

政所有学科内容串联记忆，声音、图像甚至味

觉都调动起来，就像在大脑中虚拟一个场景，

活灵活现的3D立体记忆比枯燥乏味的书本

文字记忆，更有趣更科学。”

一位孩子说：“太神奇了！ 看到王老师竟

然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把60位无规律的数字正

背、倒背，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特别想

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参加了20分钟特

训，我才知道，这种方法原来这么简单，这么好

玩。我回到家，肯定会把这种记忆方法运用到

学科上， 再也不用担心学习效率低的问题了，

这学期一定能轻松考个好成绩！”

短时间专业训练 学习力大幅提升

陈哲的父母已经带他来参加两次体验课

了。初二的时候，陈哲和其他同学一样，进入

到青春期性格变化最为剧烈、 最为叛逆的阶

段，父母为他的学习焦头烂额，各种补习班和

辅导书都试过了，成绩不仅没有提高，厌学的

情绪反而更加严重。

陈哲母亲说， 几个月前第一次学习的时

候，觉得这种记忆方法太简单了，有点不太相

信能对孩子的学习起到什么帮助。 参加体验

课之后，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让孩子用“超

能学习法”背英语单词，没想到第二天英语

单词默写考了个满分。孩子说：“感觉像在脑

子里过电影一样，可以清清楚楚想起来了。”

据陈哲妈妈介绍，再一次带孩子来，是想让孩

子养成运用这种记忆方法的习惯， 期望孩子

在青春期的道路上走得更顺利。

（樊英）

放弃四七九读海外高中

你的孩子准备好了吗？

近日，APEC会议对于跨境教育这一议题的提出， 表明

今后出国留学将会更加便利，选择出国留学的家庭也会越来

越多。同时，低龄留学的优势日益明显，也促使更多的家庭在

高中甚至更小的年纪就选择让孩子到海外求学。但还是有很

多家长会纠结，这么早就送孩子到国外合适吗？到海外读高

中与在国内读高中相比，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澳洲巡展成都站 八大名校为你转身

孩子成绩好就是聪明吗？

16日特邀中国著名学能训练导师，“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体

验课现场教授“超能学习法”

移 / 民 / 全 / 资 / 讯

近日， 新西兰移民局公布了政策调整新

规定，主要是一些细节问题，其中对于工作签

证的调整，将会为申请者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首先，假日工签持有者可以就读最长6个

月的课程。此前，假日工签的学习条件和一般

旅游签证一样， 持有者只可以在新西兰境内

就读不超过3个月的课程，一般只有语言课或

其他短期无证书的课程可选。

其次，技术移民申请审理中持Essential�

Skills（基础技能短期工作签证）工签的申

请人，当劳工测试未有结果时，满足申请

条件的可继续申请为期12个月的Essential�

Skills工签。

金吉列留学专家介绍， 此次延长学习期

限，将大大丰富假日工签持有者的学习范围，

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半年期证书课程都可以考

虑。下次的假日工签申请将于2015年开放。

据了解，11月16日（周日）下午1点，金吉

列留学成都特别邀请中国驻新西兰前全权大

使张利民先生和国际知名学者金纬教授举办

专题讲座。届时，两位尊贵来宾还会和学生、

家长面对面交流，解答留学相关问题。同时，

金吉列资深的海归顾问团队将免费为各位学

生提供留学指导。

成都商报记者 凌鑫晨

新西兰调整工作签证 提供更多有利条件

主办单位：

卓卷教育（中国）研

究中心

最新体验课时间：11

月

16

日下

午

2

点（正在火热抢票中）

体验课地点：

劳动人民文化宫

（青羊大道

129

号金沙车站对面）

抢 票 热 线 ：028 -86531828

8653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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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体验课消息

卓卷美式超营体验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