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考生在报名参加

SAT

考试时，需

要呈交清晰的脸部照片； 并要求考生提

交其所在读的高中学校的名字， 否则报

考申请不被接受。

2

、不同于原来考生进入考场时仅需

出示身份证件， 新政策要求考生进入考

场时，必须提供印有其照片的准考证。如

果考生存在任何与注册时提交的信息不

符的情况，将不允许进入考场。

3

、 新举措要求考生在参加考试之

前，增加一项新环节，即签署一份“保证

书”，确认考试者身份，并被告知任何作

弊的行为都将因为违法而遭到起诉。

4

、考生所在读的高中、其申请入读

的大学都可以获知考生在报考时提交的

信息资料， 考生的

SAT

成绩将寄往其所

在读的高中。

5

、作弊的学生一年内不得再次参加

考试， 作弊者申请的大学也将被告知考

生的作弊事件，或对作弊者提出诉讼。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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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宝典

主题： 美籍专家分享最新美国实习就业

信息

时间：

8

月

25

日（周六）下午

2

点

地点：锦江区下东大街

216

号喜年

广场

A

座

25

楼

主题 ：

2012

美国 澳洲投资移民夏季

峰会

时间：

8

月

26

日（周日）下午

1

点

30

分

地点： 滨江中路

15

号成都索菲特

万达大饭店

4F

罗浮厅

主题：美国留学“早起鸟”计划咨询日

时间：

8

月

24

日（周五）上午

10

点至

下午

4

点

地点：天府广场西侧西御街

8

号西

御大厦

A

座

26

楼

主题：美国研究生申请讲座

时间：

8

月

24

日（周五）上午

10

点

地点：顺城大街

308

号冠城广场

12

楼领拓出国

主题：

2013

春季申请末车讲座

时间：

8

月

25

日（周六）下午

2

点

地点： 人民南路二段

18

号川信大

厦

26

楼

（凌鑫晨）

留学加油站

语文：

重细节 听说读写一个都不能少

小学语文高级教师、望子成龙学校王

牌名师杨老师说，目前小升初语文考题具

有综合性、延续性、变通性、拓展性四大特

点， 不仅要求学生牢固地掌握好基础知

识，还要求学生有广泛的课外知识积累和

具备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全国优秀教师、望子成龙学校小学语

文教学总监秦老师指出， 语文选拔 ，所

有学校都是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考

察，侧重还是阅读、作文题。小升初选拔

阅读题主要考察基础、概括、成语与赏析

四个方面，“学生要先通读文章， 答案其

实都在原文中，只有通读了，才能发现答

案。”作文呢，还是抓好记叙文的写作。目

前， 一个新的趋势， 是应用文的出现，因

此，掌握应用文的格式很重要。

数学：

重方法 逻辑推理能力很重要

望子成龙世奥赛金牌教练袁老师认

为，小升初数学考题非常注重考察学生的

数学逻辑推理能力，并非外界所说的“只

考奥数”。当然，每个学校的侧重点不同。

比如有的学校比较侧重数学选拔 ，安排

的测试题量都比较大，多半都是和小学的

重点知识有关，“集中体现在行程、工程、

百分数、平面图形等问题上，这些都是必

考点。”涉及了五、六年级的大部分知识

点， 只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个提高。有

的学校数学试题难度要略微低一些，但考

察的面仍然不少，需要学生对小学所学知

识的大面积覆盖。袁老师认为，不管怎么

考，只要掌握了高效学习方法，并通过大

量的专题训练，就会收获好成绩。

应考培训：因人而异

这几天，各个培训学校的暑期班基本

上都已结束，正是学生们做暑假作业准备

开学的时间，新学期的课外辅导班尚未开

课。但根据记者的调查，新学期开得最多

的班型之一， 依然是小升初的各种辅导

班。例如望子成龙学校，就专门成立了教

研中心，尽量把握小升初择校选拔 命题

方向和考点。在这样的全方位有针对性的

分析和训练之下， 学生的成绩表现也不

错。在2012年全国奥赛、华赛中，该校有

309人获一等奖， 希望杯赛中， 一等奖16

人。2012小升初， 该校基地班名校升学率

达93.5% ，其中奖学金班升学率高达99% 。

面对小升初这块大蛋糕， 市面上的

各个培训学校做了充分的准备， 充分了

解家长的要求， 并且尽可能的进行了细

分，无论孩子的成绩是否优秀，都可以找

得到相对应的班型。 例如望子成龙学校

就开设了三大班型， 针对想进名校的小

五、小六年级的学生，有小升初基地班；

针对想在小升初选拔 时拿奖学金的小

五、小六年级的学生，有奖学金班；针对

想在奥赛、 华赛、 希望杯等重量级选拔

中拿大奖， 并且致力于在小升初择校选

拔 中拿一等奖甚至特等奖的小五、小

六年级的学生，有竞赛班。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2013小升初

如何打好选拔 “硬战”？

名师支招

新学期马上就要开学了，对于小学

5

升

6

年级的同学来说，这最后一年的

冲刺至关重要。有报道称，

2011

年成都小升初考四七九等知名学校，其录取

比例远低了中考和高考，约为

13:1

。在如此竞争之下，报读课外培训班似乎成

为大多数学生的不二选择。近日，记者在望子成龙学校高升桥总校看到，新

学期的各种课外辅导班，报名最积极的是小学

5

升

6

的家长们。还有一年的时

间，同学们该如何着手准备，才能在明年的小升初当中成功“突围”呢？

在为下半年SAT考试担忧？

快来看看美中国际培训总监开的秘方

特别提示

2012

年

SAT

考情分析会

时间：

8

月

25

日下午

2

点

30

分

讲座人：美中国际培训总监向昆老师

SA T下半年考试， 是不少学生申请

美国大学前最后一次考试冲刺时间，所

以分数高低与未来大学申请结果息息相

关， 美中国际培训总监向昆在参考上半

年与全年的SA T考试以后， 为下半年考

试学生开出了考前冲刺的秘方。

谈到写作考试，向昆分析道，SA T历

年写作主题包括：个人价值观、成功与失

败、创新与守旧、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

体、教育与学习、合作与竞争、科技与环

境、权威与名人、政治与言论、真实与谎

言、大众传媒等类型。每年的考题基本都

是在以往的考题基础上对语言进行修饰

替换重新出题。写作要取得好成绩，向昆

认为，第一要注意词汇、语法、句法的运

用，做到表达的精准和明确；第二是要注

意写作内容的思想内涵。“写作举例时

要严谨， 最好不要选择个人的经历作为

例子， 而是要通过提高阅读量以及拓宽

阅读范围， 了解更多美国历史文化和新

闻时事作为写作素材更好。”

数学考试的题型当中， 国内考生比

较薄弱的地方是看懂各种图示， 例如柱

状图、饼图、折线图等。数学的平时训练

首先要积累各种术语的词汇， 二是培养

出良好的做题节奏，“SA T数学题目都是

先易后难，容易的题目不要轻敌，难的题

目不要畏惧”。

阅读想拿高分，向昆认为还是要从

词汇入手。一般来说，美国中学生的词

汇量约1.3万个， 程度较高的学生词汇

量可达至2万个左右。 因此， 要备考

SA T ，学生最好将自己的词汇量提升至

1.2万个以上。对于核心词汇3500更是要

做到绝对熟练地掌握。在熟悉高频词的

同时， 还需要将高频词汇的同义词，反

义词，形近词都有所了解。除开词汇，题

感也很重要，备考前期，学生可以多看

一些英语书籍杂志，多去积累一些背景

知识。“在做阅读题时要记住正确答案

永远在文章中有提示。”

语法是一切英语学习的骨架， 向老

师分析最近几次的语法考试中， 单复数

运用、主谓一致、平行结构以及前后逻辑

主语的一致性都有比较多的涉及。 对于

将多种语法原则用于一个题目中的题，

比如一个题目中出现主谓一致， 平行并

列，时态等语法现象，学生一定要多加考

虑。只要基本功没有问题，做题细心，都

能很好地应付。

2012

年

10

月

SAT

考试将推出

5

项全新举措防止学生任何形式的作弊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