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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美国大学面试全过程
!!!纽约道林大学来常招生记

! ! ! !

美国华旗教育集团和美国纽约道林

大学联合来常招生，
!"

日在田家炳中学

举行首场招生咨询会。我市
!##

多名学

生及其家长到场咨询，
!#

多名有意向的

学生首次体验了一把“美国大学面试”的

过程。一名优秀生面试后大呼：“今天才

知道我的英语差距有多大！”

道林大学负责面试的是金发碧眼的

年轻女教授
$%%

。

在面试过程中，学生们表现都比较

紧张，因此，
$%%

小姐开始时都微笑着提

醒学生：“我的问题不会很难，希望你们

能自信回答。”

她选择了一些有针对性的问题，进

行询问。例如：在校英文水平如何，是否

参加过托福或其他英语考试等。多数同

学都表示自己的英文能力不错，但没有

考过托福。
$%%

小姐鼓励同学们去参加

相关的英语考试，并建议去美国学习英

语，学习氛围会更好。

$%%

小姐很关注面试学生的专业兴

趣和意向，当一位同学谈及自己想要学

习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时，她热情地向

其介绍道林大学的生物化学专业，并与

其交流了该专业的前景。当一位高二同

学说到自己对金融十分感兴趣时，
$%%

小

姐鼓励其可以在毕业后去华尔街工作。

此外，
$%%

小姐询问的问题还包括：

“你有意向今年秋季还是明年春季进入

大学？”“曾在校担任了哪些职务、参加了

哪些活动、自身有何特长？”“是否考过

&$'

考试？”等。

来自美国大学的现场面试，吸引了

很多学生和家长前来，尽管涉及经济或

其他情况，大家对赴美留学持慎重态度，

但这次送到家门口的良机还是被许多聪

明的学生和家长抓住了。来自市二中的

一名女学生，她今年高考
("(

分，录取四

川大学没问题，但她依然在母亲的陪同

下赶来参加面试，她妈妈告诉记者：“我

女儿成绩很好，能够争取到道林大学的

全额奖学金，我们就出国留学，游历四年

收获一定很大；如果争取不到，我们就读

川大。”田中高二学生谢启阳自信满满地

赶来面试，他是教改班的班长，各科成绩

都很好，但是这场面试让他有了小小受

挫感，“我来就是为了试试口语的，可是

考官说的英语我基本听不懂，平时我的

英语还算不错，今天才知道差距有多大！

面试给了我压力和动力，我要更加努力，

争取明年拿到道林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据悉，道林大学此次来常，将在所有

面试学生中选择一名赠与全额奖学金，

这名学生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由所在高

中校校长推荐；高考成绩排名全省
)###

名以前；面试符合要求，具有从容自信、

快速适应美国社会的能力。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面试，
$%%

小姐

对记者谈了对常州学生的评价与建议。

她称赞他们聪明、勤奋、兴趣广泛，普通

比较害羞，部分学生英文水平还可以，另

一部分则口语较差。她提醒学生们若有

意向进入美国大学学习深造，英语能力

是关键，听说读写各方面需均衡发展，在

英语听力和表达能力上的不足，可以通

过看英文电视电影来弥补。

据了解，
*+,-.%/ 0+--1/1

（道林大

学）是美国纽约著名高校，
2#!!

年被
3&

456&

评为美国北方最好的大学之一。

它是一所私立的文科性综合学院，崇尚

小班授课。学校拥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以

及以教学为首要任务的优秀教师群体。

现有
"###

多名在校学生，其中包括来自

"#

多个国家的
)##

多名国际留学生，中

国留学生达
!)#

多名。道林大学开设的

专业包括：应用数学、历史学、海洋研究、

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它是

世界上罕见的拥有供学生学习训练用的

飞机场的大学。

美国道林大学
!"

日、
!7

日分别在

常州田中和二中各举行了一场招生会，

共面试
(#

名学生，其中市二中女生王心

琰当场获得了道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以

及美国华旗教育集团提供的学费赞助通

知，华旗将赞助她
8

年本科每年约
2

万

美元的学费。 严乔双 月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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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去高铁站
上网一查即可

! ! ! !

本报讯 乘什么公交车能够到

达常州高铁站？
7

月
!8

日，市测绘

院完成了常州高铁站周边道路、场

站、公交线路的更新，并发布到常州

市网上电子地图，使市民和游客不

出门就可了解常州高铁站的地理位

置、交通情况。

“市民只要输入‘常州北站’，即

可查询到达常州北站的所有公交车

次。”市测绘院陈再春工程师说，“重

点项目如机场、高铁、城铁、高架等

工程，一竣工我们就及时更新，公交

路线集中调整时，我们也会及时更

新。”

常州市网上电子地图于去年
9

月
9

日正式对外试运行，截至
7

月
!(

日，总计访问量
!:2:9(

次，平均日访

问量达到
2:#

人次。市民可以通过以

下网站访问电子地图：常州政府门

户网站：
,,,;<=>%/?=+@;/+A;<%B

常

州规划网站
,,,;<?/=C;/+A;<%

。或者

直 接 登 录 常 州 地 图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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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时矫正视力
角膜塑形镜要科学验配

! ! ! !

本报讯 只需晚上戴，就可以矫正

视力，控制近视进一步发展。记者日前

在市第三人民医院、武进医院采访时

了解到，这种治疗近视的新方法———

角膜塑形镜，正越来越被近视患者特

别是学生群体所接受。

角膜塑形镜是戴在眼球表面的一

种高透氧性硬性隐形眼镜，与普通隐

形眼镜最大的区别就是镜片较硬且半

径较小。据武进医院眼科主任田佳青

介绍，这种眼镜没有任何度数，主要作

用是矫正近视，另外对近视的加深有

一定的阻止作用：“晚上睡觉时戴，通

过压迫角膜中央、改变角膜曲率，可以

使视力第二天就正常，不用戴任何眼

镜。”适合戴这种眼镜的主要群体，是

近视度数在
"##

度以下、近视快速发

展的青少年学生。“度数小的，像
!##

多度，不用天天戴，两到三天戴一晚上

就好了。”田佳青说。

不过，她特别提醒和强调，验配角膜

塑形镜是一种医疗行为，必须要在正规医

疗机构中进行，其间有一个检查的过程，

并非人人适合，因此需要青少年学生和家

长慎重对待。已经配戴的，也要经常复查。

如未经检查就随意配戴，很不安全。

记者了解到，我市从
2##7

年开始

引进这种治疗方式，目前已有
!###

多

人接受治疗，以
!2

至
!)

岁的学生为主。

!杨晓兰 周茜"

一企业家捐资百万
支持家谱研究
每年

!"

万元"连捐
!"

年

! ! ! !

本报讯 我市民营企业家姚臻日

前捐资
!##

万元，支持谱牒文化研究，

打造谱牒文化名城。

近年来，我市地方文化建设和群

众性文体活动频掀热潮，一批富有社

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给予热情关注与支

持。常州华音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毛

卫成捐资千万支持常州戏剧家协会、

常州吟诵协会、老年合唱团等群众团

体常年开展文化活动。毛卫成的无私

奉献精神，深深感染了志同道合的好

友、常州市天宁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董

事长姚臻，出身书香世家的姚先生也

决定加盟公益文化活动，向常州市谱

牒文化研究会捐资百万，每年
!#

万元，

连捐
!#

年，用于办好《谱牒文化》会刊，

举办高层次谱牒文化学术活动等。

据了解，常州修谱业历来兴旺，有

“常州谱事冠江南”之誉。常州市谱牒

文化研究会
2##)

年成为二级社团，

2##9

年升格为一级社团，是江苏省首

家市级谱牒文化社团，旨在为常州谱

学研究、宗谱续修构建学术平台。截至

目前，该研究会已举办五届谱牒文化

学术研讨活动和两届祠堂文化学术研

讨活动，并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帮助

群众修编了
(##

部多家谱。研究会还

出版了《常州家谱提要》、《家谱与地方

文化》等专著和论文集。《谱牒文化》创

刊于
2##:

年
"

月，受到了海内外谱学

界的关注，众多研究机构和高校权威

名家纷纷为其撰稿。《谱牒文化》期刊

已成为国内第一本由民间社团创办的

家谱学术专刊。 !月航"

“常水1号”执法艇启用
可全天候发现#跟踪#锁定

#""

米外目标

! ! ! !

本报讯 由市水利部门投资
)##

万

元建造的“常水
!

号”水政执法艇，日前

在常州船厂隆重举行下水仪式，这标志

着我市水政执法工作装备水平迈上新

台阶。

据介绍，“常水
!

号”水政执法艇是

目前全省长江水域水政执法船艇中，装

备最先进、安全性能高、功能较齐全的现

代化钢质巡查艇，总长
(";:

米，主机采

用
2

台康明斯发动机，最高航速
2)

公

里
H

小时。执法艇配装全方位巡航监视指

挥系统，具备拖带、消防等多项功能。在

执勤巡查时，可以全天候发现、跟踪及锁

定
2##

米外的目标，为规范长江段水域

水事管理提供准确决策依据。

“常水
!

号”投入水政执法，对改变

当前在长江水域水政执法中拖轮短缺、

有效解决打击长江非法采砂活动中采砂

船只“羁押难、运送难”的问题，起到积极

作用。

!张勇 陈荣春 文
!

摄"

今年医学财经两类大学大降温
! ! ! !

同时"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名校"分数线低得让人大跌眼镜

! ! ! !

本报讯
!"

日我省高招本一批次各

校投档线公布，昨天，教育部门又提供

了更多分析性资讯，供大家参考。总体

看，今年没有爆出太大的冷门，分数线

和学校声誉基本匹配，尤其是去年文科

跳水的一批名校今年终于翻身。从专业

看，这两年较热的医学、财经类今年有

降温趋势。

各校一次性投档满足率高

据介绍，本一批次文科类计划
:"8"

人，理科类计划
(()#7

人。从近日投档情

况看，总体分布均衡，绝大多数高校一次

性投档满足率较高。

本一文科类院校共
!)!

所，一次性

投档满足率达
9#;8:O

，平行志愿投档后

生源不足的仅
(2

所；本一理科类院校共

!9(

所，一次性投档满足率达
92P":O

，

平行志愿投档后生源不足的仅
88

所。

投档显示，等级和分数匹配程度提

高，名牌高校、热门高校、沿海地区和大

城市高校依旧是考生热门选择。没招满

的院校，主要集中在西部、边远地区。

由于我省生源质量普遍较高，不少

名校在我省增加了招生计划，如复旦大

学增加
(7

人，武汉大学增加
(7

人，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增加
9

人。

北京部分名校遭遇$寒流%

往年本一线投档，总有一些名校遭

遇“寒流”，比如去年人大、浙大就跌得很

惨。今年虽没有大冷门，但也有部分名校

出了意外，主要集中在北京地区。如北航

往年的理科投档线和南航一个层次，今

年却掉到了本一线。中国政法大学、北大

医学部去年的理科分数线分别是
(92

分、
8#)

分，今年也掉到本一线，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去年
(9"

分，今年仅比本一

线高
)

分。

据分析，今年上海地区略显降温、北

京部分名校遇冷，和近两年这两地分数

线较高有关。

医学类和财经类突然降温

从近几年江苏高招各批次投档来

看，金融财经一直是两大热点，而今年则

呈现出降温的态势。去年本一投档后，上

海财经大学以
8#8

分位居上海高校第

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
(9"

分在北京

高校中名列第四，天津财经大学、西南财

经大学投档的最低分均在
(7#

分以上。

在南京的院校中，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审

计学院也在同等级其他高校中处于领头

羊位置。

但从今年的投档线来看，南审、南财

两校都只有
()2

分，并不是很热。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理科线只有
()#

分，文科线

(72

分也不如往年水平。上海财经大学

今年理科线只有
(77

分，东北财经大学

今年也跌到本一线。

医学类院校转冷倾向更明显。省内

的南医大、徐州医学院都表现平平。而从

省外看，北大医学部今年从高峰跌到低

谷。重庆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天

津医科大学等众多医科类院校，投档线

都在本一线附近。

财经、医学类院校降温，和这两年这

些专业人才饱和、就业较难有关。

文科院校去年跳水今年翻身

去年江苏录取首次文理分开，考生

明显不适应，结果一批文科名校遭遇“寒

流”，让人大跌眼镜，比如人大、浙大、中

山大学都在
()#

分上下。而从今年来看，

却没有爆出太大的冷门，分数线和学校

声誉、地域热度基本相关，名校文科线普

遍高。其中清华
(9#

分，复旦
(:9

分，北大

(::

分，上海交大
(:(

分，上海财经
(:!

分，

去年跳水的院校也开始翻身，人民大学

(:#

分，浙江大学
(77

分，中山大学也达到

(":

分。去年首次文理分开，考生填报失

去依据，所以出现了忽冷忽热的不均衡，

而有了去年的基础
Q

今年的志愿填报合

理性明显好于去年。 !月航"

网上竞价买房
$

个月成交
#"

多套

! ! ! !

本报讯 上周，在办完一切过户手续

后，朱先生如愿拿到了翠竹新村南区一

套二手房的钥匙。这是一套学区房，两室

一厅，
"2

平方米，为方便孙女就近上学，

朱先生于
8

月
2"

日通过网上竞价，以
(:;2

万元总价成交，合
"!"!

元
H

平方米。

今年
8

月下旬，拍房网（
E>.M@%;

%1D

）在常州开通“二手房网络竞价系

统”。近
(

个月，已有
2##

余套二手房

进行了网上竞价，其中
2#

多套成交。

记者了解到，网上买房与通过中

介公司买房程序基本相同。如购房可

抵押贷款、需要缴中介服务费等，只不

过网上竞价是卖方确定最低价后，购

房者在网上互相竞价。网上所挂房源，

大都是与拍房网合作的房地产中介公

司提供的，且房东与中介公司签订了

委托合同。所有房源信息由拍房网在

首页发布，并通过
("#

度全景漫游展

示房屋实景，购房者先在网上看房，确

定初步购房意向，再到房屋实地看房。

在交纳
2K)

万元的竞买保证金后，便

可凭账号、密码，在规定的时段进行网

上竞价，价高者得。如果竞价未成功，

征得房东同意，下调最低价后，进行新

一轮竞价，直到房源成交或委托竞价

合同到期撤标。

拍房网为全国首家房产拍卖门户

网站，
2##:

年由武进拍卖有限公司创

办，目前在全国设有
2(

个分站，总裁

潘振华为资深注册拍卖师。“网上竞价

买房最大的优势是房屋交易过程公

开，透明度大，成交价更贴近市场价，

买卖双方放心。”潘振华表示。

(

个月，
2#

多套成交记录，显得有些

冷清。潘振华分析，二手房贷款政策较

紧，二手房市场本来就不景气，不少交

易因为竞买者首付不够而没能成功。另

外，挂牌房源还不够多，也限制了竞买

者的选择余地。“我们正在组织更多竞

价房源，从
7

月
!2

日开始，每天挂出的房

源将超过
(#

套。” !刘畅 刘一珉"

! ! ! !

暑假期间# 小金星幼儿园的老

师带着亲子游戏设备来到青龙街道

紫云苑社区# 与社区里的小朋友开

展亲子互动游戏# 孩子们在游戏中

感受成长的快乐$

胡平 李志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