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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留学录取形势比往年更为严峻，中国留学
生要迈入世界名校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为帮助更多学
子获取留学资讯，4月18日下午2点半，长郡AP中心举
办“
长郡AP中心2015秋季首场招生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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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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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人收267封名校录取通知书
长郡“最牛出国班”七成学子被世界前50院校录取，本周末将举办招生说明会及招生考试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周萍
2015年美国院校申请目前已接近尾
声，各大名校陆续录取公布今年的录取率。
根据常春藤盟校的录取结果来看， 今年的
录取形势比往年更为严峻， 中国留学生要
迈入世界名校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不过，在
这场“申请大战”中，被媒体誉为“湖南最牛
出国班”的长郡中学AP课程中心的学生们
—近半个月，该中心2015届
却硕果累累——
高三毕业生70名学生已获得267封世界名
校录取通知书，75%的学生考入美国排名
前50名的院校。

教育资讯

长沙小学学区
划分公布

遭遇“史上最难录取季”
根据美国常春藤盟校公布的录取结
果， 除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录取率略
有上升外，其余院校的录取率均在下滑，部
分院校的录取率甚至跌到历年最低， 斯坦
福大学以5.05%录取率位居2015录取率最
低的大学。
针对现状，长郡中学AP课程中心主任
刘威坦言， 美国等国家名校今年的录取形
势非常严峻。在录取率连年降低的前提下，
美国院校对于标准化成绩的要求随之水涨
船高。“今年美国排名前30院校的申请竞
争已经白热化，可以说是从2008年以来形
势最严峻的一年。”
刘威分析，“对湖南留学生而言， 名校
招生计划不变、申请人数激增、在美读高中
人数增加、招生官要求更高，以及去年年底
亚太地区SAT考试舞弊导致学生分数被
拉低等多重因素， 都加剧了名校申请的竞
争激烈程度。”

七成AP学子被世界前50院校录取
尽管竞争激烈， 但在长郡AP中心，华
盛顿圣路易斯分校、 范德堡大学、 莱斯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这些全美综合排名前30的院校
已向多名毕业生发出了Offer。本报曾报道
过的长郡“女神”任雨莹就已将六所美国名
校的录取通知书收入囊中。
据统计，该校70名应届毕业生目前已
收到267封世界一流名校录取通知书，包
括239封美国综合排名前100院校录取offer，21封澳大利亚八大名校录取offer和7
封多伦多大学、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加拿
大一流名校的offer。其中27名学生获得了
世界前30院校的录取， 占比为38.57%；53
名 学 生 被 世 界 前 50 院 校 录 取 ， 占 比 为
75.71%。刘威表示：“较往年而言，今年申
请的大环境最严峻，但录取结果最理想”。
“最牛出国班”凭啥这么“牛”？刘威认
为，中国学生在申请时存在一个很大误区，
那就是喜欢多次参加语言等各种考试，期
待以“刷高分”的方式进入名校。“实际上，
和中国高考完全不同的是， 并不是分数越
高被名校录取的几率就越多， 世界名校更
看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刘威建议准备出国的湖南学子， 与其
花心思在考试刷分上， 不如多参加有意义
的课外活动，培养素质，锻炼能力。
据悉，“最牛出国班”的学生们，从高一
开始，除了把握课堂学习内容，还会在老师
的引导下，寻找挖掘个人的兴趣爱好，并积
极参加各种课外实践活动和比赛， 组建各
类社团，在实践中提升能力。
学校还为高三年级学生开设了高尔
夫、棒球、烹饪等生活实践课程，以及英美
文学、美国历史、国学、西班牙语等桥梁课
程。此外，学生还可选修AP微积分、AP统
计学、AP宏观经济学等全外教授课的AP
课程，提前感受和适应美国课堂。

长郡中学AP中心2015届部分毕业生合影。 该中心70名毕业生目前已收到267封世界名校录
取通知书，被誉为“最牛出国班”。
通讯员 周萍 摄

链接
“最牛出国班”本周末
将举办招生说明会
为帮助更多湖南学子获取
第一手留学资讯， 并现场揭秘
“最牛出国班” 学生的成才之
道，4月18日（本周六）下午2点
半， 在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办公
楼五楼，长郡AP中心将与本报
共 同 举 办 “家 有 儿 女 要 留
学——
—暨长郡AP中心2015秋
季首场招生说明会”。 届时，著
名教育专家、 新航道国际教育
集团总裁胡敏教授将现场发表
“家有儿女要留学”主题演讲。
“美国名校不只是要求标
准化的成绩， 也还要求学生的
综合素质，将考量大家的成绩、
学术能力、 课外活动、 社会实
践，甚至包括工作经历，这些方
面不能一蹴而就， 想在一年内
把综合素质拔高， 到了高三才
想上名校， 这不具备可行性。”
胡敏建议， 应该从中考后就开
始规划。

延伸

教育连线

长沙体育中考开幕
电子设备上阵“监考”

试。

4月13日，长沙市实验中学考场，考生在进行长跑测
记者 李健 摄

本报4月13日讯 13
日起，长沙城区为期十天
的体育中考拉开帷幕，
3.5万学 生 参加 考试 。 除
了体育成绩由原来的50
分增加到60分，取消平时
体育成绩，今年体育中考
也添了不少先进设备，对
考生动作的要求更为严
格、评分也更精准。

长郡AP启动秋季招生

新设备上阵“监考”

长郡 AP中心 招生 办 负 责
人介绍， 目前已启动2015年秋
季招生，今秋计划招收120名优
秀初中毕业生， 其中美国方向
90人，加拿大方向30人。首场招
生考试将设在4月19日 （本周
日）， 要求学生中考成绩4A2B
以上 （长沙市以外的学生需达
到当地省示范高中录取标准），
英语水平优秀， 且通过长郡中
学AP课程中心组织的招生考
试并达到录取要求。 笔试主要
考察英语、数学、物理和中文写
作， 面试则考察学生的英语口
语水平和综合素质。
招生说明会及考试报名电
话：0731-85287942。 还可登录
ap.changjun.com.cn网上报名系
统直接在线报名， 或通过官方
微信号“CSCJAPZX”报名。

今年长沙城区布有三
个考点， 分别是长郡双语
实验中学、 长沙市实验中
学和湘府中学，3个考点首
日迎来2400余名考生。13
日上午， 三湘都市报记者
来到长郡双语考点。
今年体育中考 引 入
了不少新设备，男生引体
向上测试在单杠侧方位
安装一个红外线监测仪，
同时会在学生手臂上绑
上手臂弯臂监测仪。测试
时，上拉到下颌超过横杠
上沿为完成一次，当考生
静止不动约10秒钟，监测
仪将停止计数，考试就会
结束。女生的仰卧起坐项
目则增加了一个腰部传
感器，“这个传感器非常

灵敏，考生准确完成一个
躺下和坐起就会计数。”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提醒：长跑要跑完
引体向上一直是部
分男生的短板，今年考试
情况怎么样？记者在长郡
双语考点随机做了一个
调查，20个男生中， 得满
分（8个）的9人，做1个的
4人，做0.5个的1人，其他
人都是3-5个。记者又调
查了三组参加考试的男
生（每组16人），第一组3
人满分，第二组4人满分，
第三组11人满分。
而长跑是不少女生
和胖小子“心中的痛”，个
别考生甚至只能走走停
停“跑”完全程。
考官介绍，对于男生
1000米和女生800米跑，
走也要走完， 不能放弃，
没跑完意味着得0分，而
只要到达终点就能得到8
分的最低分。
监考老师表示，仪器
都是依照红外线反射原
理工作， 黑色吸光性强，
尽量不要穿纯黑衣服。
■记者 贺卫玲

本报4月13日讯 马上就
到招生季， 长沙市教育局今
天在“长沙教育信息网”公布
城区公办小学服务范围及覆
盖具体楼盘信息。
长沙市教育局组织了
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开
福区、岳麓区和高新区教 育
局编制了城区公办小学服
务范围及覆盖具体楼盘信
息，区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 按
照就近入学原则以及根据
学校办学规模、生源状 况 和
学校配建主体等综合因素 ，
确定学区划分。城区公办 小
学学区划分保持相对稳定 ，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
生源和学校动态变化情况
每学年度作适当调整。对 城
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学区
划分及入学政策有疑问的 ，
可以电话咨询。
长沙市教育局基础教育
处：84899709、 芙蓉区教育局
教育科：84683247、 天心区教
育局普教科：85827101、 雨花
区教育局教育科：85880323、
开福区教育局普教科：
82528880、岳麓区教育局普教
科：88999272、 高新区教育局
教育处：88096968
■记者 贺卫玲

长沙县公开选调
157名教师
本报4月13日讯 昨日，
雄踞“中国百强县”第9位的
长沙县发布优秀教育人才
“加盟令”： 该县2015年将面
向全省公开选调在职在编公
办教师157名。长沙县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公开
选调职位涉及高中、初中、小
学各学段， 属全额拨款事业
编制、30周岁以下、具有大学
本科学历及相关资质的湖南
省内公办中小学校在职在编
教师均可报名。 具备研究生
学历或县区级优秀教师等相
应 条 件 者 年 龄 放 宽 至 35 周
岁，具备市（州）级优秀教师
等相应条件者年龄放宽至38
周岁。
报 名 时 间 ：4 月 25 日
-26 日 ， 报 名 地 点 ： 长 沙 县
教育局机关五楼，报名采取
现场报名形式，现场审验相
应证书及业绩材料。试教时
间暂定5月9日， 公开选调
录用教师全部列入长沙县
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具
体岗位信息可登录“长沙星
沙人才网”、“长沙县教育信
息网”获悉。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黄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