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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4日讯 2012年职称英
语考试报名工作将于本月在全国陆续
展开，考试将在2012年3月31日举行。据
了解，报名职称英语考试的考生多是大
龄在职人员，英语基础较为薄弱，考试
的复习之路也容易“跑偏”。

新东方在线李玉技老师说分析说，
大龄考生的基础相对薄弱，很多人都是
长期不接触英语， 很多知识都已经遗
忘，缺乏考试的实战经验，甚至有些考
生想到要考试都会心里发怵，也就很难
对复习方向有正确的把握，容易在复习
中发生‘跑偏’。对于这类的需要帮助和
指导的大龄考生，建议一定要多与老师

交流互动，及时在老师的指导下理清自
己的复习方向以及复习重点，按照导学
老师定期下发的计划进行复习，及时完
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有问题要及时提
问。

专家表示， 职称英语考试难度并不
高，如果是刚走出学校没多久、英语基础
较好的年轻考生， 其复习时尽量把教材
的文章都通读理解一遍， 注重阅读能力
的提高，多做历年试题，考试通关就会相
对容易，不一定要参加辅导；如果感觉把
握不大， 也可以选择不含服务或服务内
容较少的低价课程即可。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翠

职称英语大龄考生备考别“跑偏”

本报11月14日讯 为了让更多的
企业和学生实现零距离对接，安博教育
集团联合500强企业， 整合全国数十所
顶尖培训机构和专业职业规划导师共
同打造了“500强企业精英成长之旅”系
列活动。

此次办营地点选择在深圳与香港举
办，学员们将参观深圳华为、腾讯、香港
花旗银行、阳光卫视等知名企业，与企业
高管面对面交流， 并接受职业指导专家
全程授课及指导。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秦毅

安博教育推出“精英成长之旅”冬令营

本报11月14日讯 第十二届“挑战
杯” 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
赛日前揭晓，中南大学参赛作品《科学
发展与两型社会建设指导下发展有色
金属循环产业研究与探索———以中国
银都湖南永兴县为例》 荣获管理类全

国唯一特等奖。
本次竞赛由共青团中央、 中国科

协、教育部、全国学联等单位共同主办。
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近17000件作品
参加角逐，通过材料审阅、现场问辩、分
组评论等环节评奖。 ■记者黄京

中南获“挑战杯”管理类唯一特等奖

本报11月14日讯 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2012年保送生政策分别于11日、14
日公布，保送生不必参加高考，有资格
被保送的学生大都是学科奥赛或是一
些重要获奖选手。 根据教育部政策，从
2014年开始， 保送生的人数将大幅降
低，按照新的政策，在高中参加全国中
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
学）奥赛获得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的
学生，不再具有保送资格，只有进入国
际奥赛国家集训队的学生才具备保送
资格。

【清华】
更多的保送生来自冬令营

清华大学2012年保送生招生简章，
与去年相比没有大的变化。 考生网上报
名及邮寄申请材料目前正在进行， 考生
需在清华本科招生网“网上报名”系统进
行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30日。通过资格
审核的考生将于12月17日、18日在清华
校内参加笔试和综合面试。

清华大学自主招生报名、 测试与保
送生分开举行，具体办法另行公布。申请
保送生的考生， 可以再按照相关规定申
请自主招生，但需另行报名。

此次保送生选拔中最终被认定为保
送生的考生，无需再参加自主招生测试；
未被认定为保送生的考生， 可以参加自
主招生测试， 并择优给予保送生或自主
招生认定。

据了解， 清华大学保送生包括竞
赛保送生和冬令营保送生。 竞赛保送
生是指通过参加数学、物理、化学、信
息学等学科竞赛， 在全国总决赛现场
被清华大学录取的学生； 冬令营保送
生是指通过参加保送生冬令营考试，

获得该校保送录取资格的学生。 更多
的保送生是通过保送生冬令营考核而
被清华录取的。

湖南师大附中高三年级组长张胜利
介绍， 该校的北大清华保送生报名将同
时启动， 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一等奖
以上、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二等奖
以上才有资格获得保送资格。 据统计，去
年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师
大附中四大名校北大清华保送生共计68
人。

【北大】
中学推荐为主，个人自荐为辅

北京大学今年继续采取“中学推荐
为主，个人自荐为辅”的原则招收保送
生。 考生通过北大招生网保送生报名
平台报名， 时间为11月15日至12月1
日 。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将于12月17
日、18日在北大校内参加笔试和综合
面试。

北大自主选拔录取工作与保送生分
别举行，具体办法另行发布。申请保送的
考生， 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申请自主选拔
测试，但是必须另行报名。

在本次保送生选拔中获得笔试资格
的考生，同时报名参加自主选拔的，可以
自动获得北京大学2012年自主选拔考试
的笔试资格。

在保送生选拔中最终被认定为保送
生的， 不参加北京大学2012年的自主选
拔测试； 在保送生选拔中未能通过测试
的， 可以参加北京大学2012年的自主选
拔测试， 并择优给予保送或者自主选拔
认定。

不管是自主招生考试还是保送生
考试，大多需要考生赴北大、清华参加
考试， 有人认为这类考试使得信息接
收相对不通畅的农村学生处于劣势。
统计数据显示， 清华农村学生比例约
为16%，北大则为10%左右。

■记者 贺卫玲

郑鄂 长沙市雅塘村小学数学教师

不少学生进入初中后， 感到数学
的学习并不像小学那样轻松， 其主要
原因是： 一、 教材内容由直观转为抽
象；二、学习过程由模仿性向创造性转
变；三、学生心理由单纯稳定性向复杂
多变性转变。

因此， 学生在数学学习中应注意
以下几点：一、保持学习热情与自信。
二、要理解概念的形成过程，尽量通过
自己观察分析，综合总结出一般规律。
三、 努力培养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和分
析能力，培养思维的灵活性、广泛性、
严谨性。

同时， 在小学数学与初中数学的
过渡教学中， 初中教师要了解学生在
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的情况， 例题最好
是课本习题与例题的拓展和变化，认
真开展过渡教学工作， 为学生顺利完
成初中阶段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育资讯

从小学升初中、再升高中，不少孩
子在学习过程中， 难免会感到课程越
来越难，即便是以前的强项，学起来也
不那么轻松。即日起，本报教育周刊将
推出《教育心得》，请老师为学生们传
授学习的方法和技巧。 如果同学们有
学习方面的疑惑也可拨打本报热线
0731-84326110和大家一起交流。

升初中后，
为啥感觉数学这么难

清华大学保送生报名安排

北京大学保送生报名安排

11月30日前，考生通过清华本科招生网“网上报名”系统报名，并
邮寄申请材料。

12月17日、18日，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在清华校内参加笔试和综
合面试。

11月15日至12月1日， 考生通过北大招生网保送生报名平台
报名。

12月17日、18日，通过资格审核的考生在北大校内参加笔试和综
合面试。

北大清华保送生开始网上报名
考生可同时申请自主招生 笔试、面试时间为12月17日、18日

�������近日， 我市中小学的期中考试拉开了序
幕，随着考试的结束，成绩也逐日揭晓。 据调查，
98.7%的家长只关注孩子分数， 而忽略孩子学习的
本质问题，分数是标，问题是本！关注分数的高低，
只代表对结果的重视程度，揪出问题才是改变结
果的方法，最终才能达到提高分数的目的。

期中考试后，查缺补漏正当时
期中考试只是在学期中期对学生所学知

识的一次阶段性考试，考得好，是学生学习方
法正确，吃透了知识点，能够灵活运用；考得不
好，说明在平常的学习中，学生存在这样那样
的问题，比如学不进去，偏科，理解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比较差，对新知识接受较慢等等。

如何提高分数，让学生考出好成绩？ 学大
教育张老师指出，家长在期中成绩出来后，要
理性对待。 孩子如果成绩不理想，可以到专业
机构给孩子查缺补漏， 就像生病了去看病一
样，把病根都找出来，对症下药，孩子的学习
很快就能上来。

大部分家长是希望能揪出问题， 但是方
法却极少有科学的。 是方法不对，还是入手点
不对？ 是心理调节不当，还是知识不够扎实？
学大教育名师查缺补漏，用最科学的手段，从
心理、方法、技巧、心智、思维等方面全方位解
决学习问题。

“体检”能揪出问题，更有利学习
学大教育的全方位查缺补漏， 是学生最

需要的学习体检，体检后，老师会根据结果，

分析学生学习过程， 提出问题产生的原因以
及解决方案。

比如粗心大意， 典型的学习态度不是很
端正；答案算错，显然是做题习惯不好；不会
做，明显是知识有缺口；考试时间紧张，是做
题缺乏技巧……各种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接导
向直接原因。

学大教育专业课外辅导已经做了十年，根
据经验提醒广大学生：考后须体检，对发现的
问题能做出精确的诊断， 再用最有效的解决
方案解决问题，快速提升成绩。

经过体检和学大教育的 1对 1辅导，学生
们已将在学大教育所获知识与方法， 融入到
日常学习中，能够自觉地克服以往缺点，规避
各种不良学习因素， 且自身学习能力得到很
大提高。

今天你“查了吗？ ”
不管期中考结束与否， 学生的学习都将

继续，盼望孩子考好、拿下高分的家长们，给
孩子查漏补缺了吗？

学大教育多年的教学成果显示， 考试后
查缺补漏找出问题，再配合个性化学习方案，
成绩提高的非常快！ 比如高三生刘同学，每门
课平均提高了 30分、总成绩 610分；艺考生全
部上线， 最高提分 242 分， 刷新了去年提高
205分的记录；整体提分率高达 96%。

学大教育《初三宝典》、《高三宝典》配有
长沙名校精彩试题解析，前来报名的学生可
免费赠送。 咨询热线：400-887-6598

期中考，
揪出问题等于提高分数
学大教育找准漏洞提升成绩，今天你“查了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