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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水平考试关于汉语水平考试关于汉语水平考试关于汉语水平考试（（（（HSK)HSK)HSK)HSK)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1111、 、 、 、 根据最新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根据最新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根据最新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根据最新汉语考试报名截止时间的规定，，，，12121212月月月月4444日日日日HSKHSKHSKHSK

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考试报名截止时间为北京时间11111111月月月月6666日日日日24242424时时时时。。。。    

2222、 、 、 、 报名截止后三天为汉考国际数据整理期报名截止后三天为汉考国际数据整理期报名截止后三天为汉考国际数据整理期报名截止后三天为汉考国际数据整理期，，，，在此期间在此期间在此期间在此期间，，，，

考点如发现报名信息有误考点如发现报名信息有误考点如发现报名信息有误考点如发现报名信息有误，，，，仍可修改仍可修改仍可修改仍可修改，，，，例如考生已经缴例如考生已经缴例如考生已经缴例如考生已经缴

费费费费，，，，但考点忘记做缴费状态标记或者考点核对考生报名信但考点忘记做缴费状态标记或者考点核对考生报名信但考点忘记做缴费状态标记或者考点核对考生报名信但考点忘记做缴费状态标记或者考点核对考生报名信

息发现有遗漏等情况息发现有遗漏等情况息发现有遗漏等情况息发现有遗漏等情况，，，，还可以在数据整理期期间补充修还可以在数据整理期期间补充修还可以在数据整理期期间补充修还可以在数据整理期期间补充修

改改改改。。。。数据整理期过后数据整理期过后数据整理期过后数据整理期过后，，，，考生交费状态就无法修改了考生交费状态就无法修改了考生交费状态就无法修改了考生交费状态就无法修改了。。。。    

3333、 、 、 、 数据整理期后数据整理期后数据整理期后数据整理期后,,,,汉考国际不再接受考点增加考生报名汉考国际不再接受考点增加考生报名汉考国际不再接受考点增加考生报名汉考国际不再接受考点增加考生报名

信息的要求信息的要求信息的要求信息的要求，，，，汉考将根据各考点已缴费的有效考生数量邮汉考将根据各考点已缴费的有效考生数量邮汉考将根据各考点已缴费的有效考生数量邮汉考将根据各考点已缴费的有效考生数量邮

寄试卷材料寄试卷材料寄试卷材料寄试卷材料。。。。报名截止前未交费考生的报名不作为有效报报名截止前未交费考生的报名不作为有效报报名截止前未交费考生的报名不作为有效报报名截止前未交费考生的报名不作为有效报

名名名名，，，，在考试宣传过程中在考试宣传过程中在考试宣传过程中在考试宣传过程中，，，，考点应告知考生在报名截止日期考点应告知考生在报名截止日期考点应告知考生在报名截止日期考点应告知考生在报名截止日期

前完成缴费前完成缴费前完成缴费前完成缴费。。。。    

4444、、、、    HSK1HSK1HSK1HSK1----3333级考生不需要提供照片级考生不需要提供照片级考生不需要提供照片级考生不需要提供照片，，，，HSK4HSK4HSK4HSK4----6666级和参加口语级和参加口语级和参加口语级和参加口语

考试的考生需要提供照片考试的考生需要提供照片考试的考生需要提供照片考试的考生需要提供照片，，，，关于照片的要求关于照片的要求关于照片的要求关于照片的要求，，，，请查阅请查阅请查阅请查阅HSKHSKHSKHSK

考生手册考生手册考生手册考生手册。。。。    

5. Any question, send an email 5. Any question, send an email 5. Any question, send an email 5. Any question, send an email 

totototo    school@greatwall.orgschool@greatwall.orgschool@greatwall.orgschool@greatwall.org....    

    

    

           李昱霖                                 林怡婷                                   严璐璐李昱霖                                 林怡婷                                   严璐璐李昱霖                                 林怡婷                                   严璐璐李昱霖                                 林怡婷                                   严璐璐 

王宗周王宗周王宗周王宗周老师绘画班学生习作老师绘画班学生习作老师绘画班学生习作老师绘画班学生习作    

    收费收费收费收费    

标准 标准 标准 标准     

HSKHSKHSKHSK----1111    HSKHSKHSKHSK（（（（一级一级一级一级））））共共共共40404040    题题题题，，，，

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阅读两部分阅读两部分阅读两部分阅读两部分。。。。    

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4040404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含含含含

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

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20$20$20$20    

HSKHSKHSKHSK----2222    HSKHSKHSKHSK（（（（二级二级二级二级））））共共共共60606060    题题题题，，，，

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阅读两部分阅读两部分阅读两部分阅读两部分    

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5555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含含含含

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

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30$30$30$30    

HSKHSKHSKHSK----3333    HSKHSKHSKHSK（（（（三级三级三级三级））））共共共共80808080    题题题题，，，，

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阅读阅读阅读阅读、、、、书写三书写三书写三书写三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9090909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含含含含

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

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40$40$40$40    

HSKHSKHSKHSK----4444    HSKHSKHSKHSK（（（（四级四级四级四级））））共共共共100100100100    题题题题，，，，

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阅读阅读阅读阅读、、、、书写三书写三书写三书写三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10510510510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50$50$50$50    

HSKHSKHSKHSK----5555    HSKHSKHSKHSK（（（（五级五级五级五级））））共共共共100100100100    题题题题，，，，

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阅读阅读阅读阅读、、、、书写三书写三书写三书写三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12512512512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60$60$60$60    

HSKHSKHSKHSK----6666    HSKHSKHSKHSK（（（（六级六级六级六级））））共共共共101101101101    题题题题，，，，

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分听力、、、、阅读阅读阅读阅读、、、、书写三书写三书写三书写三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全部考试约140140140140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5555    分钟分钟分钟分钟））））    

$70$70$70$70    

汉语水平考试等级汉语水平考试等级汉语水平考试等级汉语水平考试等级    

((((HSK level)HSK level)HSK level)HSK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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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学生习作三年级学生习作三年级学生习作三年级学生习作《《《《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二十年后的我》》》》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指导教师        魏东飞魏东飞魏东飞魏东飞 

魏彩依  魏彩依  魏彩依  魏彩依  Sierra Wei 
 

    现在是二零三一年    现在是二零三一年    现在是二零三一年    现在是二零三一年，，，，我在吃我二十八岁的生日蛋糕我在吃我二十八岁的生日蛋糕我在吃我二十八岁的生日蛋糕我在吃我二十八岁的生日蛋糕，，，，

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电话突然响了电话突然响了电话突然响了电话突然响了。。。。““““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就来。。。。””””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

电话里有一个人说电话里有一个人说电话里有一个人说电话里有一个人说““““我的小狗这几天不吃饭了我的小狗这几天不吃饭了我的小狗这几天不吃饭了我的小狗这几天不吃饭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呢呢呢呢？？？？””””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我跟大家说““““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告诉出租司机去哪我告诉出租司机去哪我告诉出租司机去哪我告诉出租司机去哪

儿儿儿儿。。。。路上经过中国馆路上经过中国馆路上经过中国馆路上经过中国馆。。。。二十一年前我跟爸爸来上海世博二十一年前我跟爸爸来上海世博二十一年前我跟爸爸来上海世博二十一年前我跟爸爸来上海世博

会会会会。。。。现在我在上海老兆街有一个宠物诊所现在我在上海老兆街有一个宠物诊所现在我在上海老兆街有一个宠物诊所现在我在上海老兆街有一个宠物诊所。。。。我到了他家门我到了他家门我到了他家门我到了他家门

口敲敲门口敲敲门口敲敲门口敲敲门。。。。自动门问我自动门问我自动门问我自动门问我：：：：““““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是兽医我是兽医我是兽医我是兽医

魏彩依魏彩依魏彩依魏彩依，，，，来给你们家的狗狗看病来给你们家的狗狗看病来给你们家的狗狗看病来给你们家的狗狗看病。。。。””””门一闪就开了门一闪就开了门一闪就开了门一闪就开了。。。。我进我进我进我进

到屋子里面到屋子里面到屋子里面到屋子里面，，，，看见狗狗在床上趴着看见狗狗在床上趴着看见狗狗在床上趴着看见狗狗在床上趴着。。。。我带上我的激光眼镜我带上我的激光眼镜我带上我的激光眼镜我带上我的激光眼镜

一看一看一看一看，，，，狗狗的肚子里面有三只小狗狗狗的肚子里面有三只小狗狗狗的肚子里面有三只小狗狗狗的肚子里面有三只小狗。。。。““““她要生小狗了她要生小狗了她要生小狗了她要生小狗了，，，，我我我我

们准备好吧们准备好吧们准备好吧们准备好吧。。。。””””我拿了一条毛巾我拿了一条毛巾我拿了一条毛巾我拿了一条毛巾。。。。““““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转我转我转我转

头一看头一看头一看头一看，，，，三只湿漉漉的小狗爬了出来三只湿漉漉的小狗爬了出来三只湿漉漉的小狗爬了出来三只湿漉漉的小狗爬了出来。。。。狗妈妈把小狗舔干狗妈妈把小狗舔干狗妈妈把小狗舔干狗妈妈把小狗舔干

了了了了，，，，小狗就吃起奶来了小狗就吃起奶来了小狗就吃起奶来了小狗就吃起奶来了。。。。我抱起小狗来检查我抱起小狗来检查我抱起小狗来检查我抱起小狗来检查，，，，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身体

都很健康都很健康都很健康都很健康，，，，我就回家了我就回家了我就回家了我就回家了。。。。        

    

王逸翔  王逸翔  王逸翔  王逸翔  Jasmine Wang 
 

        现在是二零三一年现在是二零三一年现在是二零三一年现在是二零三一年，，，，我在一家动物医院里上班我在一家动物医院里上班我在一家动物医院里上班我在一家动物医院里上班。。。。我是我是我是我是

一个兽医一个兽医一个兽医一个兽医，，，，我在这里工作了我在这里工作了我在这里工作了我在这里工作了2年了年了年了年了。。。。医院里有很多动物医院里有很多动物医院里有很多动物医院里有很多动物，，，，有有有有

仓鼠仓鼠仓鼠仓鼠，，，，    猫猫猫猫，，，，狗狗狗狗，，，，豚鼠豚鼠豚鼠豚鼠，，，，金鱼金鱼金鱼金鱼，，，，蜥蜴和兔子和很多别的动蜥蜴和兔子和很多别的动蜥蜴和兔子和很多别的动蜥蜴和兔子和很多别的动

物物物物。。。。我做兽医是因为我喜欢帮助动物我做兽医是因为我喜欢帮助动物我做兽医是因为我喜欢帮助动物我做兽医是因为我喜欢帮助动物。。。。如果动物生病了如果动物生病了如果动物生病了如果动物生病了，，，，

我就会给它们看病我就会给它们看病我就会给它们看病我就会给它们看病，，，，让它们好起来让它们好起来让它们好起来让它们好起来。。。。今天我要给一只小狗今天我要给一只小狗今天我要给一只小狗今天我要给一只小狗

打针打针打针打针，，，，还要给一只小猫喂药还要给一只小猫喂药还要给一只小猫喂药还要给一只小猫喂药，，，，因为它们病了因为它们病了因为它们病了因为它们病了。。。。我下班后要我下班后要我下班后要我下班后要

带我的小孩儿去我的爸爸妈妈家看他们带我的小孩儿去我的爸爸妈妈家看他们带我的小孩儿去我的爸爸妈妈家看他们带我的小孩儿去我的爸爸妈妈家看他们。。。。另外另外另外另外，，，，我要到我我要到我我要到我我要到我

爸爸妈妈的农场帮牛妈妈生小牛爸爸妈妈的农场帮牛妈妈生小牛爸爸妈妈的农场帮牛妈妈生小牛爸爸妈妈的农场帮牛妈妈生小牛。。。。最后我会带我的小孩儿最后我会带我的小孩儿最后我会带我的小孩儿最后我会带我的小孩儿

去骑马和看别的动物去骑马和看别的动物去骑马和看别的动物去骑马和看别的动物。。。。我很喜欢动物我很喜欢动物我很喜欢动物我很喜欢动物，，，，我很喜欢我的工我很喜欢我的工我很喜欢我的工我很喜欢我的工

作作作作！！！！        

Richard Chen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陈睿龙我叫陈睿龙我叫陈睿龙我叫陈睿龙。。。。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银银银银

杏叶杏叶杏叶杏叶》》》》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就就就

有银杏树了有银杏树了有银杏树了有银杏树了。。。。那时候银杏叶是弯刀形状的那时候银杏叶是弯刀形状的那时候银杏叶是弯刀形状的那时候银杏叶是弯刀形状的。。。。银杏树就长在银杏树就长在银杏树就长在银杏树就长在

一个绿色的湖边一个绿色的湖边一个绿色的湖边一个绿色的湖边。。。。每天猛犸每天猛犸每天猛犸每天猛犸、、、、乳齿象等动物都到银杏树下乳齿象等动物都到银杏树下乳齿象等动物都到银杏树下乳齿象等动物都到银杏树下

唱歌唱歌唱歌唱歌、、、、跳舞跳舞跳舞跳舞、、、、做游戏做游戏做游戏做游戏。。。。银杏树非常喜欢他的朋友们银杏树非常喜欢他的朋友们银杏树非常喜欢他的朋友们银杏树非常喜欢他的朋友们。。。。    

    

可是有一年可是有一年可是有一年可是有一年，，，，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地球变得越来越热地球变得越来越热，，，，湖里的水变得湖里的水变得湖里的水变得湖里的水变得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猛犸和乳齿象流着大汗来到银杏树下猛犸和乳齿象流着大汗来到银杏树下猛犸和乳齿象流着大汗来到银杏树下猛犸和乳齿象流着大汗来到银杏树下。。。。

猛犸摘下一片弯刀形的叶子对银杏树说猛犸摘下一片弯刀形的叶子对银杏树说猛犸摘下一片弯刀形的叶子对银杏树说猛犸摘下一片弯刀形的叶子对银杏树说：：：：““““银杏树啊银杏银杏树啊银杏银杏树啊银杏银杏树啊银杏

树树树树，，，，如果你的叶子是扇子形状的该多好如果你的叶子是扇子形状的该多好如果你的叶子是扇子形状的该多好如果你的叶子是扇子形状的该多好。。。。这么热的天气这么热的天气这么热的天气这么热的天气，，，，

我们可以扇一扇风我们可以扇一扇风我们可以扇一扇风我们可以扇一扇风，，，，凉快凉快凉快凉快凉快凉快凉快凉快。。。。””””他的话音刚落他的话音刚落他的话音刚落他的话音刚落，，，，旁边的旁边的旁边的旁边的

一座山就喷出了浓浓的黑烟一座山就喷出了浓浓的黑烟一座山就喷出了浓浓的黑烟一座山就喷出了浓浓的黑烟，，，，遮天蔽日遮天蔽日遮天蔽日遮天蔽日。。。。地球陷入了黑暗地球陷入了黑暗地球陷入了黑暗地球陷入了黑暗

之中之中之中之中。。。。没了阳光没了阳光没了阳光没了阳光，，，，银杏树和动物们都死掉了银杏树和动物们都死掉了银杏树和动物们都死掉了银杏树和动物们都死掉了。。。。    

    

过了很多年过了很多年过了很多年过了很多年，，，，下了很多雨下了很多雨下了很多雨下了很多雨，，，，湖里又积满了水湖里又积满了水湖里又积满了水湖里又积满了水。。。。阳阳阳阳

光又照到了地球上光又照到了地球上光又照到了地球上光又照到了地球上。。。。一颗银杏苗从地里钻了出来一颗银杏苗从地里钻了出来一颗银杏苗从地里钻了出来一颗银杏苗从地里钻了出来，，，，他睁大他睁大他睁大他睁大

眼睛看着周围眼睛看着周围眼睛看着周围眼睛看着周围，，，，有阳光有阳光有阳光有阳光，，，，湖水湖水湖水湖水，，，，却没有妈妈说的猛犸和乳却没有妈妈说的猛犸和乳却没有妈妈说的猛犸和乳却没有妈妈说的猛犸和乳

齿象齿象齿象齿象。。。。他想起了妈妈临死前对他讲的猛犸和乳齿象的故他想起了妈妈临死前对他讲的猛犸和乳齿象的故他想起了妈妈临死前对他讲的猛犸和乳齿象的故他想起了妈妈临死前对他讲的猛犸和乳齿象的故

事事事事，，，，流下了眼泪流下了眼泪流下了眼泪流下了眼泪。。。。妈妈告诉他说妈妈告诉他说妈妈告诉他说妈妈告诉他说，，，，你的叶子一定要长成扇你的叶子一定要长成扇你的叶子一定要长成扇你的叶子一定要长成扇

子形状子形状子形状子形状，，，，这样你的朋友们可以在天热的时候用它来扇风这样你的朋友们可以在天热的时候用它来扇风这样你的朋友们可以在天热的时候用它来扇风这样你的朋友们可以在天热的时候用它来扇风。。。。    

    

从那以后从那以后从那以后从那以后，，，，银杏叶就成了扇子形状银杏叶就成了扇子形状银杏叶就成了扇子形状银杏叶就成了扇子形状。。。。每天有很多每天有很多每天有很多每天有很多

小动物在银杏树下玩儿小动物在银杏树下玩儿小动物在银杏树下玩儿小动物在银杏树下玩儿，，，，有时候还有小朋友们在那里学中有时候还有小朋友们在那里学中有时候还有小朋友们在那里学中有时候还有小朋友们在那里学中

文呢文呢文呢文呢。。。。    

大田豆腐演讲比赛三等奖作文 大田豆腐演讲比赛三等奖作文 大田豆腐演讲比赛三等奖作文 大田豆腐演讲比赛三等奖作文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 孟育 魏东飞 孟育 魏东飞 孟育 魏东飞 孟育 魏东飞  

                    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口洁白健康整齐的牙齿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口洁白健康整齐的牙齿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口洁白健康整齐的牙齿作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口洁白健康整齐的牙齿，，，，那么要如何做那么要如何做那么要如何做那么要如何做

才能如愿呢才能如愿呢才能如愿呢才能如愿呢????这就要从牙齿的发育开始这就要从牙齿的发育开始这就要从牙齿的发育开始这就要从牙齿的发育开始。。。。    

    乳牙共有二十顆    乳牙共有二十顆    乳牙共有二十顆    乳牙共有二十顆, , , , 在母親懷孕五至六週時在母親懷孕五至六週時在母親懷孕五至六週時在母親懷孕五至六週時, , , , 即開始發育即開始發育即開始發育即開始發育。。。。小孩从六到九小孩从六到九小孩从六到九小孩从六到九

个月开始长牙个月开始长牙个月开始长牙个月开始长牙，，，，由下面门牙两颗开始由下面门牙两颗开始由下面门牙两颗开始由下面门牙两颗开始，，，，其餘的 乳牙陸續萌出其餘的 乳牙陸續萌出其餘的 乳牙陸續萌出其餘的 乳牙陸續萌出，，，，十八个月约有十八个月约有十八个月约有十八个月约有

十二到十六颗牙十二到十六颗牙十二到十六颗牙十二到十六颗牙，，，，到二歲半至三岁时到二歲半至三岁时到二歲半至三岁时到二歲半至三岁时, , , , 全部乳牙萌發完畢全部乳牙萌發完畢全部乳牙萌發完畢全部乳牙萌發完畢. . . .     

    到了六    到了六    到了六    到了六、、、、七岁开始掉牙生长恒牙七岁开始掉牙生长恒牙七岁开始掉牙生长恒牙七岁开始掉牙生长恒牙, , , , 乳牙之門牙開始因恆牙之萌出而替換乳牙之門牙開始因恆牙之萌出而替換乳牙之門牙開始因恆牙之萌出而替換乳牙之門牙開始因恆牙之萌出而替換, , , , 

這時恆牙的第一大臼齒這時恆牙的第一大臼齒這時恆牙的第一大臼齒這時恆牙的第一大臼齒((((俗稱六歲齒俗稱六歲齒俗稱六歲齒俗稱六歲齒))))也常悄悄的從第二乳臼齒的後方長出也常悄悄的從第二乳臼齒的後方長出也常悄悄的從第二乳臼齒的後方長出也常悄悄的從第二乳臼齒的後方長出, , , , 

它常被誤認為會再更換的乳牙它常被誤認為會再更換的乳牙它常被誤認為會再更換的乳牙它常被誤認為會再更換的乳牙. . . . 我想提醒家長們我想提醒家長們我想提醒家長們我想提醒家長們, , , , 請把二十顆乳牙除以四請把二十顆乳牙除以四請把二十顆乳牙除以四請把二十顆乳牙除以四, , , , 

分為上下左右四區分為上下左右四區分為上下左右四區分為上下左右四區, , , , 那麼任何一區的第六顆牙應是恆牙了那麼任何一區的第六顆牙應是恆牙了那麼任何一區的第六顆牙應是恆牙了那麼任何一區的第六顆牙應是恆牙了。。。。    

七到十岁处于牙齿新旧交替期间七到十岁处于牙齿新旧交替期间七到十岁处于牙齿新旧交替期间七到十岁处于牙齿新旧交替期间，，，，是小孩牙齿排列比较乱的时候是小孩牙齿排列比较乱的时候是小孩牙齿排列比较乱的时候是小孩牙齿排列比较乱的时候，，，，恒齿会渐渐更替全部乳牙到了十一恒齿会渐渐更替全部乳牙到了十一恒齿会渐渐更替全部乳牙到了十一恒齿会渐渐更替全部乳牙到了十一、、、、二岁渐二岁渐二岁渐二岁渐

好牙齿好牙齿好牙齿好牙齿，，，，孩子受益一生儿童的牙齿保健 孩子受益一生儿童的牙齿保健 孩子受益一生儿童的牙齿保健 孩子受益一生儿童的牙齿保健 （（（（一一一一）     ）     ）     ）     曹淑荣医生 曹淑荣医生 曹淑荣医生 曹淑荣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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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換牙過程順利起見讓換牙過程順利起見讓換牙過程順利起見讓換牙過程順利起見, , , , 則必須請儿科牙醫裝置空間維則必須請儿科牙醫裝置空間維則必須請儿科牙醫裝置空間維則必須請儿科牙醫裝置空間維

持器擺在缺牙的位置持器擺在缺牙的位置持器擺在缺牙的位置持器擺在缺牙的位置!!!!!!!!    

    让孩子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让孩子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让孩子有一口健康的牙齿    让孩子有一口健康的牙齿，，，，应以预防为主应以预防为主应以预防为主应以预防为主，，，，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等到孩子牙疼了才就诊等到孩子牙疼了才就诊等到孩子牙疼了才就诊等到孩子牙疼了才就诊。。。。根據美國兒童牙科醫學會的根據美國兒童牙科醫學會的根據美國兒童牙科醫學會的根據美國兒童牙科醫學會的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你的孩子應該在一歲時第一次接受牙科檢查你的孩子應該在一歲時第一次接受牙科檢查你的孩子應該在一歲時第一次接受牙科檢查你的孩子應該在一歲時第一次接受牙科檢查。。。。

以后定期六个月检查一次以后定期六个月检查一次以后定期六个月检查一次以后定期六个月检查一次。。。。這第一次的接觸應該是正這第一次的接觸應該是正這第一次的接觸應該是正這第一次的接觸應該是正

面的面的面的面的，，，，愉快的愉快的愉快的愉快的。。。。帶孩子到牙科之前帶孩子到牙科之前帶孩子到牙科之前帶孩子到牙科之前，，，，不要用一些危險不要用一些危險不要用一些危險不要用一些危險

的話嚇孩子的話嚇孩子的話嚇孩子的話嚇孩子，，，，像是打針像是打針像是打針像是打針、、、、拔牙拔牙拔牙拔牙、、、、鑽牙齒鑽牙齒鑽牙齒鑽牙齒、、、、及疼痛等詞及疼痛等詞及疼痛等詞及疼痛等詞

句句句句。。。。兒童牙科醫師會用一些修飾過兒童牙科醫師會用一些修飾過兒童牙科醫師會用一些修飾過兒童牙科醫師會用一些修飾過、、、、容易被孩子接受容易被孩子接受容易被孩子接受容易被孩子接受

及理解的詞句來解釋所有的步驟及理解的詞句來解釋所有的步驟及理解的詞句來解釋所有的步驟及理解的詞句來解釋所有的步驟，，，，逐步减少孩子对牙逐步减少孩子对牙逐步减少孩子对牙逐步减少孩子对牙

医的陌生和恐惧感医的陌生和恐惧感医的陌生和恐惧感医的陌生和恐惧感，，，，从心理上早早让孩子接受规律口从心理上早早让孩子接受规律口从心理上早早让孩子接受规律口从心理上早早让孩子接受规律口

腔检查的好习惯腔检查的好习惯腔检查的好习惯腔检查的好习惯。。。。兒童牙科專科醫師都在牙學院畢業兒童牙科專科醫師都在牙學院畢業兒童牙科專科醫師都在牙學院畢業兒童牙科專科醫師都在牙學院畢業

後另接受二至三年兒童牙科的專科訓練後另接受二至三年兒童牙科的專科訓練後另接受二至三年兒童牙科的專科訓練後另接受二至三年兒童牙科的專科訓練，，，，專長於維護專長於維護專長於維護專長於維護

兒童及青少年之口腔保健兒童及青少年之口腔保健兒童及青少年之口腔保健兒童及青少年之口腔保健。。。。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患者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患者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患者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患者，，，，

在牙科處置上都需採取不同的行為誘導方式在牙科處置上都需採取不同的行為誘導方式在牙科處置上都需採取不同的行為誘導方式在牙科處置上都需採取不同的行為誘導方式，，，，注意不注意不注意不注意不

同階段牙齒的生長發育同階段牙齒的生長發育同階段牙齒的生長發育同階段牙齒的生長發育，，，，及預防即將發生的牙科疾及預防即將發生的牙科疾及預防即將發生的牙科疾及預防即將發生的牙科疾

患患患患。。。。    

    想了解更多有关儿童的口腔健康的问题    想了解更多有关儿童的口腔健康的问题    想了解更多有关儿童的口腔健康的问题    想了解更多有关儿童的口腔健康的问题，，，，请联系请联系请联系请联系

天使微笑儿童牙科诊所曹淑荣医生天使微笑儿童牙科诊所曹淑荣医生天使微笑儿童牙科诊所曹淑荣医生天使微笑儿童牙科诊所曹淑荣医生: 4 Smedley Lane, : 4 Smedley Lane, : 4 Smedley Lane, : 4 Smedley Lane, 

Newtown Square, PA 19073,  Newtown Square, PA 19073,  Newtown Square, PA 19073,  Newtown Square, PA 19073,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610610610610））））687687687687----

4264426442644264， ， ， ，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http: //www.aspdentistry.com http: //www.aspdentistry.com http: //www.aspdentistry.com http: //www.aspdentistry.com     

关于大学录取标准关于大学录取标准关于大学录取标准关于大学录取标准                              叶民叶民叶民叶民 

    首先还要强调我知之不    首先还要强调我知之不    首先还要强调我知之不    首先还要强调我知之不

多多多多。。。。我只是愿意将我的零星我只是愿意将我的零星我只是愿意将我的零星我只是愿意将我的零星

片面的所见所闻及所想与大片面的所见所闻及所想与大片面的所见所闻及所想与大片面的所见所闻及所想与大

家分享家分享家分享家分享，，，，希望起点抛砖引玉希望起点抛砖引玉希望起点抛砖引玉希望起点抛砖引玉

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提供真让更多的人提供真让更多的人提供真让更多的人提供真

知灼见知灼见知灼见知灼见，，，，或经验教训或经验教训或经验教训或经验教训，，，，从而从而从而从而

能为一些家长和学生有所借能为一些家长和学生有所借能为一些家长和学生有所借能为一些家长和学生有所借

鉴和帮助鉴和帮助鉴和帮助鉴和帮助。。。。    

    海外留学生喜爱光顾的网站文学城    海外留学生喜爱光顾的网站文学城    海外留学生喜爱光顾的网站文学城    海外留学生喜爱光顾的网站文学城wenxuecity.comwenxuecity.comwenxuecity.comwenxuecity.com里里里里

有一栏子女教育有一栏子女教育有一栏子女教育有一栏子女教育，，，，时常有大学录取方面的信息交流时常有大学录取方面的信息交流时常有大学录取方面的信息交流时常有大学录取方面的信息交流。。。。几个几个几个几个

关键的日期前后关键的日期前后关键的日期前后关键的日期前后，，，，都有相对较集中的讨论都有相对较集中的讨论都有相对较集中的讨论都有相对较集中的讨论。。。。像像像像early deci-early deci-early deci-early deci-

sionsionsionsion发榜日期发榜日期发榜日期发榜日期12121212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或是最后发榜日期或是最后发榜日期或是最后发榜日期或是最后发榜日期3333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那些那些那些那些

点击率比较高的帖子中点击率比较高的帖子中点击率比较高的帖子中点击率比较高的帖子中，，，，既有骄傲的父母介绍孩子成功爬既有骄傲的父母介绍孩子成功爬既有骄傲的父母介绍孩子成功爬既有骄傲的父母介绍孩子成功爬

藤的经验的文章藤的经验的文章藤的经验的文章藤的经验的文章，，，，也有不少困惑的家长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也有不少困惑的家长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也有不少困惑的家长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也有不少困惑的家长想不通为什么自己

这么优秀的孩子这么优秀的孩子这么优秀的孩子这么优秀的孩子““““惨惨惨惨””””遭名校拒绝的遭名校拒绝的遭名校拒绝的遭名校拒绝的““““失败失败失败失败””””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大大大大

家仁者见仁家仁者见仁家仁者见仁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智者见智智者见智智者见智，，，，讨论得不亦乐乎讨论得不亦乐乎讨论得不亦乐乎讨论得不亦乐乎。。。。到底美国大学到底美国大学到底美国大学到底美国大学

录取是什么标准录取是什么标准录取是什么标准录取是什么标准？？？？由于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由于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由于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由于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所以这个话题所以这个话题所以这个话题所以这个话题

是文学城子女论坛的永恒话题之一是文学城子女论坛的永恒话题之一是文学城子女论坛的永恒话题之一是文学城子女论坛的永恒话题之一。。。。    

    很显然排名或说    很显然排名或说    很显然排名或说    很显然排名或说levellevellevellevel不同的学校录取标准是不同的不同的学校录取标准是不同的不同的学校录取标准是不同的不同的学校录取标准是不同的。。。。

而同一档次的学校也有可能风格有异而同一档次的学校也有可能风格有异而同一档次的学校也有可能风格有异而同一档次的学校也有可能风格有异、、、、口味不同口味不同口味不同口味不同。。。。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有人说

名牌大学是找名牌大学是找名牌大学是找名牌大学是找““““录取录取录取录取””””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显然录取的人比拒绝的人显然录取的人比拒绝的人显然录取的人比拒绝的人显然录取的人比拒绝的人

少少少少。。。。而一般大学是找而一般大学是找而一般大学是找而一般大学是找““““拒绝拒绝拒绝拒绝””””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那就是拒绝的人比那就是拒绝的人比那就是拒绝的人比那就是拒绝的人比

录取的人少录取的人少录取的人少录取的人少。。。。无论名校还是普通学校无论名校还是普通学校无论名校还是普通学校无论名校还是普通学校。。。。在我看来首先成绩在我看来首先成绩在我看来首先成绩在我看来首先成绩

是主要的是主要的是主要的是主要的。。。。对一般学校成绩又几乎是对一般学校成绩又几乎是对一般学校成绩又几乎是对一般学校成绩又几乎是““““唯一唯一唯一唯一””””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所所所所

以没必要太多的分析以没必要太多的分析以没必要太多的分析以没必要太多的分析。。。。    

    我们来看名校    我们来看名校    我们来看名校    我们来看名校。。。。由於太多的人响往由於太多的人响往由於太多的人响往由於太多的人响往，，，，由於太多的人拥由於太多的人拥由於太多的人拥由於太多的人拥

有成绩之外的条件有成绩之外的条件有成绩之外的条件有成绩之外的条件，，，，再加上又有太多的人被拒绝再加上又有太多的人被拒绝再加上又有太多的人被拒绝再加上又有太多的人被拒绝，，，，所以名所以名所以名所以名

校的标准总是有点校的标准总是有点校的标准总是有点校的标准总是有点““““云遮雾罩云遮雾罩云遮雾罩云遮雾罩””””的的的的。。。。    

    首先说成绩    首先说成绩    首先说成绩    首先说成绩。。。。上好学校一定在学习成绩上上好学校一定在学习成绩上上好学校一定在学习成绩上上好学校一定在学习成绩上““““无懈可无懈可无懈可无懈可

击击击击””””的的的的。。。。但这个成绩不是那个截然分明的但这个成绩不是那个截然分明的但这个成绩不是那个截然分明的但这个成绩不是那个截然分明的““““录取线录取线录取线录取线””””。。。。它它它它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range”range”range”range”。。。。广义的成绩既包括高中连贯的学习成绩广义的成绩既包括高中连贯的学习成绩广义的成绩既包括高中连贯的学习成绩广义的成绩既包括高中连贯的学习成绩

GPA(weighted GPA)GPA(weighted GPA)GPA(weighted GPA)GPA(weighted GPA)，，，，APAPAPAP课的选择及成绩课的选择及成绩课的选择及成绩课的选择及成绩。。。。SATSATSATSAT、、、、SATII(SATII(SATII(SATII(各各各各

项专科项专科项专科项专科))))的成绩及进入何种比赛以及学习上的获奖及的成绩及进入何种比赛以及学习上的获奖及的成绩及进入何种比赛以及学习上的获奖及的成绩及进入何种比赛以及学习上的获奖及

research(research(research(research(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当然一切都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一切都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一切都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一切都不能一概而论。。。。比方说比方说比方说比方说

AP(Advanced Placement)AP(Advanced Placement)AP(Advanced Placement)AP(Advanced Placement)也不见得多多益善也不见得多多益善也不见得多多益善也不见得多多益善。。。。最好是要有最好是要有最好是要有最好是要有

挑战性挑战性挑战性挑战性、、、、连贯性连贯性连贯性连贯性、、、、方向性方向性方向性方向性。。。。如果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sciencesciencesciencescience很强的想很强的想很强的想很强的想

上上上上MITMITMITMIT，，，，最好让最好让最好让最好让APAPAPAP和和和和SATIISATIISATIISATII显露你的优势显露你的优势显露你的优势显露你的优势。。。。有些学校是要你有些学校是要你有些学校是要你有些学校是要你

的全部的全部的全部的全部SATIISATIISATIISATII，，，，有的是最多要三项有的是最多要三项有的是最多要三项有的是最多要三项。。。。有些学校的有些学校的有些学校的有些学校的programprogramprogramprogram要要要要

一些语言类的一些语言类的一些语言类的一些语言类的SATIISATIISATIISATII。。。。((((题外话题外话题外话题外话，，，，上完上完上完上完APAPAPAP，，，，每年的五月都有每年的五月都有每年的五月都有每年的五月都有

SATIISATIISATIISATII，，，，上完就考上完就考上完就考上完就考，，，，不要拖到暑假之后再去考不要拖到暑假之后再去考不要拖到暑假之后再去考不要拖到暑假之后再去考，，，，那是事倍功那是事倍功那是事倍功那是事倍功

半半半半。。。。))))如果你有参与一些有意义的如果你有参与一些有意义的如果你有参与一些有意义的如果你有参与一些有意义的researchresearchresearchresearch显然更有竞争显然更有竞争显然更有竞争显然更有竞争

力力力力。。。。如果你能获得科技奖如果你能获得科技奖如果你能获得科技奖如果你能获得科技奖，，，，那就不是你找学校那就不是你找学校那就不是你找学校那就不是你找学校，，，，而是学校而是学校而是学校而是学校

找你找你找你找你。。。。    

    拥有那么一串串好成绩也的确不容易    拥有那么一串串好成绩也的确不容易    拥有那么一串串好成绩也的确不容易    拥有那么一串串好成绩也的确不容易。。。。但仍然有太多但仍然有太多但仍然有太多但仍然有太多

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被名校拒绝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被名校拒绝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被名校拒绝的成绩优秀的学生被名校拒绝。。。。有人说成绩不是那么重有人说成绩不是那么重有人说成绩不是那么重有人说成绩不是那么重

要要要要。。。。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什么时候成绩都是重要的什么时候成绩都是重要的什么时候成绩都是重要的什么时候成绩都是重要的。。。。那那那那

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失败失败失败失败””””的故事呢的故事呢的故事呢的故事呢？？？？成绩之外的哪些成绩之外的哪些成绩之外的哪些成绩之外的哪些

因素制约学生成功爬藤呢因素制约学生成功爬藤呢因素制约学生成功爬藤呢因素制约学生成功爬藤呢？？？？    

    第一个不得不承认    第一个不得不承认    第一个不得不承认    第一个不得不承认，，，，身为亚裔是我们的身为亚裔是我们的身为亚裔是我们的身为亚裔是我们的““““弱点弱点弱点弱点””””。。。。在在在在

种族差别完全消灭之前种族差别完全消灭之前种族差别完全消灭之前种族差别完全消灭之前，，，，人类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人类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人类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人类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如如如如

果你走进果你走进果你走进果你走进MITMITMITMIT象进了台大一样象进了台大一样象进了台大一样象进了台大一样，，，，谁能没有感觉谁能没有感觉谁能没有感觉谁能没有感觉？？？？所以好学校所以好学校所以好学校所以好学校

都有个大致的比例来控制族裔的平衡都有个大致的比例来控制族裔的平衡都有个大致的比例来控制族裔的平衡都有个大致的比例来控制族裔的平衡。。。。亚裔本来录取的亚裔本来录取的亚裔本来录取的亚裔本来录取的

少少少少，，，，申请的申请的申请的申请的poolpoolpoolpool又远远大于那个录取库又远远大于那个录取库又远远大于那个录取库又远远大于那个录取库。。。。如果用排队进入如果用排队进入如果用排队进入如果用排队进入

来形容的话来形容的话来形容的话来形容的话，，，，亚裔的队伍又粗又长亚裔的队伍又粗又长亚裔的队伍又粗又长亚裔的队伍又粗又长。。。。黑人和西语系黑人和西语系黑人和西语系黑人和西语系

(Hispanic)(Hispanic)(Hispanic)(Hispanic)的队伍又细又短的队伍又细又短的队伍又细又短的队伍又细又短。。。。你说谁更有优势你说谁更有优势你说谁更有优势你说谁更有优势？？？？所以很多所以很多所以很多所以很多

亚裔特别是男生亚裔特别是男生亚裔特别是男生亚裔特别是男生，，，，是在几乎跟被录取的人没什么区别之下是在几乎跟被录取的人没什么区别之下是在几乎跟被录取的人没什么区别之下是在几乎跟被录取的人没什么区别之下

被拒绝的被拒绝的被拒绝的被拒绝的。。。。原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名额给亚裔原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名额给亚裔原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名额给亚裔原因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名额给亚裔。。。。    

    除了成绩    除了成绩    除了成绩    除了成绩、、、、种族因素外种族因素外种族因素外种族因素外，，，，还有那没边没沿的课外活还有那没边没沿的课外活还有那没边没沿的课外活还有那没边没沿的课外活

动动动动。。。。不少学生拥有了眼花缭乱的课外活动武装自己不少学生拥有了眼花缭乱的课外活动武装自己不少学生拥有了眼花缭乱的课外活动武装自己不少学生拥有了眼花缭乱的课外活动武装自己。。。。如果如果如果如果

你的活动都是随波逐流起大帮的你的活动都是随波逐流起大帮的你的活动都是随波逐流起大帮的你的活动都是随波逐流起大帮的，，，，既无创意又无兴趣的既无创意又无兴趣的既无创意又无兴趣的既无创意又无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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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编总编总编总编::::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胡亚     本期编辑：：：：刘春鸿 沈恩妮 刘春鸿 沈恩妮 刘春鸿 沈恩妮 刘春鸿 沈恩妮             本期校对本期校对本期校对本期校对: : : : 胡亚胡亚胡亚胡亚            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本期植字：：：：刘春鸿  沈恩妮  魏东飞刘春鸿  沈恩妮  魏东飞刘春鸿  沈恩妮  魏东飞刘春鸿  沈恩妮  魏东飞    

作用就不大了作用就不大了作用就不大了作用就不大了。。。。如果能担任主要角色体现领导才能和创造力如果能担任主要角色体现领导才能和创造力如果能担任主要角色体现领导才能和创造力如果能担任主要角色体现领导才能和创造力

的才有说服力的才有说服力的才有说服力的才有说服力。。。。有一类有一类有一类有一类clubclubclubclub是历史悠久的是历史悠久的是历史悠久的是历史悠久的、、、、全国闻名的全国闻名的全国闻名的全国闻名的。。。。比比比比

方说方说方说方说Model UN(Model UN(Model UN(Model UN(模仿联合国模仿联合国模仿联合国模仿联合国))))，，，，其组织很完备其组织很完备其组织很完备其组织很完备，，，，也有大规模的也有大规模的也有大规模的也有大规模的

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加。。。。还有一个组织叫 还有一个组织叫 还有一个组织叫 还有一个组织叫 Junior Junior Junior Junior 

State of AmericaState of AmericaState of AmericaState of America。。。。我女儿她们学校那时还设有一个与全国我女儿她们学校那时还设有一个与全国我女儿她们学校那时还设有一个与全国我女儿她们学校那时还设有一个与全国

的总部挂钩的的总部挂钩的的总部挂钩的的总部挂钩的clubclubclubclub。。。。于是她们几个女孩成立了一个于是她们几个女孩成立了一个于是她们几个女孩成立了一个于是她们几个女孩成立了一个。。。。我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跟着

参加了一次在新州的参加了一次在新州的参加了一次在新州的参加了一次在新州的““““大会大会大会大会””””。。。。到那才知道到那才知道到那才知道到那才知道，，，，美国的政治家美国的政治家美国的政治家美国的政治家

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炼炼炼炼””””了了了了。。。。如果是有头脑的如果是有头脑的如果是有头脑的如果是有头脑的、、、、有兴趣有兴趣有兴趣有兴趣

的的的的，，，，发起一些有新意的活动或发起一些有新意的活动或发起一些有新意的活动或发起一些有新意的活动或clubclubclubclub，，，，当然会更有意义当然会更有意义当然会更有意义当然会更有意义，，，，当然当然当然当然

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也不容易也不容易。。。。课外活动五花八门课外活动五花八门课外活动五花八门课外活动五花八门，，，，要在不影响学习要在不影响学习要在不影响学习要在不影响学习，，，，又很乐在又很乐在又很乐在又很乐在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选择的参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选择的参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选择的参加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有选择的参加。。。。有些娱乐性的有些娱乐性的有些娱乐性的有些娱乐性的，，，，像像像像

学校交响乐队学校交响乐队学校交响乐队学校交响乐队，，，，marching bandmarching bandmarching bandmarching band，，，，都很消耗时间都很消耗时间都很消耗时间都很消耗时间，，，，就看你能就看你能就看你能就看你能

否应付得过来否应付得过来否应付得过来否应付得过来。。。。如果你参与了很多如果你参与了很多如果你参与了很多如果你参与了很多，，，，成绩仍然很优秀成绩仍然很优秀成绩仍然很优秀成绩仍然很优秀，，，，反过反过反过反过

来也能证明你的能力来也能证明你的能力来也能证明你的能力来也能证明你的能力。。。。但无论是活动还是义工都不是罗列那但无论是活动还是义工都不是罗列那但无论是活动还是义工都不是罗列那但无论是活动还是义工都不是罗列那

些名字和时间些名字和时间些名字和时间些名字和时间，，，，要有意义要有意义要有意义要有意义。。。。自己知道你是在干什么自己知道你是在干什么自己知道你是在干什么自己知道你是在干什么。。。。有一年有一年有一年有一年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YaleYaleYaleYale失败的例子失败的例子失败的例子失败的例子。。。。其中一条大家分析就是义工的时间其中一条大家分析就是义工的时间其中一条大家分析就是义工的时间其中一条大家分析就是义工的时间

太长了太长了太长了太长了。。。。象这样无证可取的东西象这样无证可取的东西象这样无证可取的东西象这样无证可取的东西，，，，放多了放多了放多了放多了，，，，反而让人觉得不反而让人觉得不反而让人觉得不反而让人觉得不

可信可信可信可信。。。。当然你如果连续在一家医院多年当然你如果连续在一家医院多年当然你如果连续在一家医院多年当然你如果连续在一家医院多年，，，，每周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一次每周一次，，，，从未间从未间从未间从未间

断断断断，，，，当然显得有毅力和成熟当然显得有毅力和成熟当然显得有毅力和成熟当然显得有毅力和成熟。。。。另外每年暑假做什么另外每年暑假做什么另外每年暑假做什么另外每年暑假做什么，，，，也是大也是大也是大也是大

学录取问的问题学录取问的问题学录取问的问题学录取问的问题。。。。暑期荒废不得暑期荒废不得暑期荒废不得暑期荒废不得，，，，summer campsummer campsummer campsummer camp的选择也反的选择也反的选择也反的选择也反

映了你的意向映了你的意向映了你的意向映了你的意向。。。。    

    具备了完好的成绩    具备了完好的成绩    具备了完好的成绩    具备了完好的成绩((((包括奖项包括奖项包括奖项包括奖项))))，，，，拥有了一箩筐的课外活拥有了一箩筐的课外活拥有了一箩筐的课外活拥有了一箩筐的课外活

动动动动，，，，可也不见得你就能幸运成功进入理想学校可也不见得你就能幸运成功进入理想学校可也不见得你就能幸运成功进入理想学校可也不见得你就能幸运成功进入理想学校。。。。这里还会有这里还会有这里还会有这里还会有

中国人最不熟悉中国人最不熟悉中国人最不熟悉中国人最不熟悉、、、、最不可捉摸最不可捉摸最不可捉摸最不可捉摸、、、、也最有主观差异性的一件也最有主观差异性的一件也最有主观差异性的一件也最有主观差异性的一件

事事事事，，，，那就是作文那就是作文那就是作文那就是作文essayessayessayessay。。。。我称其为美国特色我称其为美国特色我称其为美国特色我称其为美国特色，，，，这也是对判断这也是对判断这也是对判断这也是对判断

你这个人能否被录取起一定作用的你这个人能否被录取起一定作用的你这个人能否被录取起一定作用的你这个人能否被录取起一定作用的。。。。希望有机会在下一篇希望有机会在下一篇希望有机会在下一篇希望有机会在下一篇

文章中详细说说文章中详细说说文章中详细说说文章中详细说说。。。。 

    还有一个家长们常常注意不到的秘密武器就是老师的    还有一个家长们常常注意不到的秘密武器就是老师的    还有一个家长们常常注意不到的秘密武器就是老师的    还有一个家长们常常注意不到的秘密武器就是老师的

推荐信推荐信推荐信推荐信。。。。在大部分条件相近之下在大部分条件相近之下在大部分条件相近之下在大部分条件相近之下，，，，老师的推荐信就有点举老师的推荐信就有点举老师的推荐信就有点举老师的推荐信就有点举

足轻重了足轻重了足轻重了足轻重了。。。。被拒绝的被拒绝的被拒绝的被拒绝的30%30%30%30%----40%40%40%40%名牌学生是由老师的推荐信决名牌学生是由老师的推荐信决名牌学生是由老师的推荐信决名牌学生是由老师的推荐信决

定命运的定命运的定命运的定命运的。。。。所以平时是个所以平时是个所以平时是个所以平时是个impressiveimpressiveimpressiveimpressive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再有欣赏你再有欣赏你再有欣赏你再有欣赏你

的老师该有多么重要的老师该有多么重要的老师该有多么重要的老师该有多么重要。。。。    

    还有人怀疑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影响学校对你的选    还有人怀疑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影响学校对你的选    还有人怀疑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影响学校对你的选    还有人怀疑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影响学校对你的选

择择择择。。。。虽然他们看不到你的家庭收入虽然他们看不到你的家庭收入虽然他们看不到你的家庭收入虽然他们看不到你的家庭收入，，，，但申请与不申请但申请与不申请但申请与不申请但申请与不申请

Financial AidFinancial AidFinancial AidFinancial Aid，，，，可能会是对他们的暗示可能会是对他们的暗示可能会是对他们的暗示可能会是对他们的暗示。。。。这一点对公立学这一点对公立学这一点对公立学这一点对公立学

校校校校((((像像像像UVA)UVA)UVA)UVA)可能或多或少是个因素可能或多或少是个因素可能或多或少是个因素可能或多或少是个因素。。。。我有点同意我有点同意我有点同意我有点同意。。。。    

    美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叫    美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叫    美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叫    美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叫““““Legacy”Legacy”Legacy”Legacy”，，，，就是家族就是家族就是家族就是家族

里有人在这个学校的里有人在这个学校的里有人在这个学校的里有人在这个学校的，，，，具有优先录取的优势具有优先录取的优势具有优先录取的优势具有优先录取的优势。。。。这是有点令这是有点令这是有点令这是有点令

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美国是一个相对美国是一个相对美国是一个相对美国是一个相对““““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公平竞争””””、、、、

““““机会均等机会均等机会均等机会均等””””的社会的社会的社会的社会。。。。怎么这样公开地任人唯亲地怎么这样公开地任人唯亲地怎么这样公开地任人唯亲地怎么这样公开地任人唯亲地““““走后走后走后走后

门门门门””””呢呢呢呢？？？？后来我也渐渐想到几点理由后来我也渐渐想到几点理由后来我也渐渐想到几点理由后来我也渐渐想到几点理由。。。。学校需要壮大家族学校需要壮大家族学校需要壮大家族学校需要壮大家族

力量力量力量力量，，，，好能争取到更多的捐款好能争取到更多的捐款好能争取到更多的捐款好能争取到更多的捐款。。。。如果一家都是如果一家都是如果一家都是如果一家都是UPennUPennUPennUPenn毕业毕业毕业毕业

的的的的，，，，那不都捐到那不都捐到那不都捐到那不都捐到UPennUPennUPennUPenn去了吗去了吗去了吗去了吗？？？？也可能这是给也可能这是给也可能这是给也可能这是给““““教职员工教职员工教职员工教职员工””””

的福利和鼓励的福利和鼓励的福利和鼓励的福利和鼓励。。。。在条件相近情况下在条件相近情况下在条件相近情况下在条件相近情况下，，，，招自己本校的家属不招自己本校的家属不招自己本校的家属不招自己本校的家属不

是更好吗是更好吗是更好吗是更好吗？？？？只能是猜测只能是猜测只能是猜测只能是猜测。。。。好在这种作法并没有在招工找工好在这种作法并没有在招工找工好在这种作法并没有在招工找工好在这种作法并没有在招工找工

作上沿用作上沿用作上沿用作上沿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