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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二外招收保送生专业分两类
本报讯渊记者 邓 菡冤
记者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招生办获悉袁学院 2018
年招收保送生报名已启
动遥 符合招考条件的考生
要在 1 月 3 日前按规定网
上报名和提交纸质申请材
料遥 招生专业分为外国语
言文学类专业和其余专业
两类遥
学校招生就业处处长
吴炜介绍袁2018 年北二外
在全国招收保送生袁 符合
教育部规定的具有保送资
格的考生经所在中学推
荐袁均可报名参加考试遥
此次招生专业分两
类遥 一类为外国语言文学
类包括英语尧商务英语尧翻
译尧日语尧阿拉伯语尧德语尧
法语尧西班牙语尧俄语尧葡
萄牙语尧朝鲜语渊韩语冤等
11 个专业遥 另一类涵盖旅
游管理尧 人文地理与城乡

规划尧酒店管理尧国际经济
与贸易尧金融学尧贸易经济
渊国际文化贸易冤尧 会展经
济与管理尧汉语言文学尧汉
语国际教育尧市场营销尧财
务管理尧法学尧新闻学尧国
际政治尧 国际事务与国际
关系等 15 个专业遥 按规
定袁 具有推荐保送生资格
的外国语中学推荐的学生
只能报考外国语言文学类
专业曰英语尧商务英语尧翻
译 3 个专业只招收英语语
种考生遥
符合条件的考生要
在北二外招生报名系统
渊http://123.127.226.208/
Web/冤 中进行网上报名遥
申请者要如实填写叶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8 年
保送生招生报名表曳所列
出的相关信息袁确认提交
后用 A4 纸打印袁 由所在
中学校长签字并加盖公

章袁同时将县级以上医院
出具的近期身体健康状
况检查表及本人在高中
阶段所获各种奖励证书
的复印件整理成册袁以
EMS 特快 专递 方 式一 并
邮寄至学校招生办遥 学校
将以收到的纸质申请材
料作为有效报名材料遥 完
成网上报名但未按时寄
送纸质申请材料的视为
无效报名遥 报名截止时间
为 2018 年 1 月 3 日 渊以
当地邮戳为准冤遥
学校对考生材料进
行初审遥 初审合格考生要
在 1 月 8 日至 9 日自行
打印准考证袁并在 1 月 12
日参加学院组织的综合
测试遥 测试内容包括语文
笔 试尧 外 语笔 试 渊英 语 科
目含听力袁其他语种无听
力冤尧口试以及面试遥 学校
将复核来校参加测试考

生的材料原件袁并根据教
育部公布的 2018 年具有
保送生资格的学生名单
核实袁 确认其保送生资
格遥 学校将根据考生口
试尧 面试成绩划定资格
线袁按笔试总成绩从高到
低排序袁根据考生填报的
专业志愿择优录取遥 如考
生所填专业志愿无法满
足袁服从专业调剂者根据
分数调剂到招生计划尚
未完成的专业曰不服从专
业调剂者不予录取遥
学校拟录取保送生名
单通过野二外招生网冶公示
一周遥公示结束后袁按照有
关规定报考生生源所在地
省级招办审核及办理录取
手续袁并报教育部备案遥在
录取手续办理完毕后袁学
校将于 7 月高考录取期间
向相应考生寄发录取通知
书遥

北联大高参小展演诵读

北京联合大学野高参小冶诵读展演暨课程教学汇报日前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
举行遥 图为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和主持人一起诵读经典遥
本报记者 邱乾谋 摄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野江南可采莲袁莲叶何田田
噎噎冶北京联合大学野高参
小冶 诵读展演暨课程教学
汇报日前在中国宋庆龄青
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
行遥
演出以野爱冶和野成
长冶 为主题精选诗文袁内
容呈层层递进的方式袁分
为四个篇章袁从野爱自我冶
的野幼儿学冶章袁过渡到自
立自强的野壮而行冶章袁再
到 野亲师友冶袁最后升华到
野 中 华 情 冶遥 演 出 形 式 多
样袁 注重将传统的吟诵尧

宣读与现代的朗读融会
贯通袁 同时有效结合舞
蹈 尧 话剧 尧音 乐 等 多 种 元
素袁全面展现经典诗文的
语言美尧韵律美尧内涵美遥
参加本次展演活动的小
学教师和学生表示袁这次
演出让他们真正领略到
了经典的魅力袁以后会更
加努力地学习经典尧传承
经典遥
野高参小冶经典诵读项
目于 2017 年 7 月开始筹
建袁汇聚了高水平尧专业化
的师资力量袁 由校内外多
位专业领域的教授尧 博士

领衔袁汉语言文学尧小学教
育尧 播音主持专业师生加
入其中遥本学期袁经典诵读
在厂桥小学尧 黄胄艺术实
验小学尧 三帆中学附属小
学尧 第 171 中学青年湖小
学部尧 西城区外国语附属
小学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朝阳实验学校安华里校
部尧 海淀区第三实验小学
等 7 所学校正式开课袁涵
盖了 28 个自然班和多个
校园社团袁 让孩子学在其
中尧趣在其中袁受到学生的
欢迎袁 取得了良好的课堂
效果遥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
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袁本
次展演旨在艺术化地再
现诵读课堂的教学情境袁
总结和思考半年来工作
的成绩和不足遥 同时也将
展演作为一个进一步发
展壮大诵读团队的契机袁
希望更多的老师参与诵
读袁 更多的学生爱上诵
读袁在诵读中亲近中华经
典袁在亲近中热爱中国文
化袁在热爱中弘扬中华文
明袁 在弘扬中整合创新袁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
自信心遥

北航 185 名学生
大学生物理竞赛获奖
本报讯渊记者 许 卉冤 北
京市物理学会日前公布了
2017 年第三十四届全国部分
地区大学生物理竞赛成绩袁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6 级 185
名学生获奖袁在北京高校中名
列前茅遥
这 185 人 中 有 特 等 奖 2
人袁一等奖 43 人袁二等奖 59 人袁
三等奖 81 人袁 相比往年获奖质
量明显提升遥北京市共计 6 所高
校的近 2000 名学生参加竞赛袁
其中北航有 400 余人参赛遥

全国 部 分地 区 大学 生 物
理竞赛旨在激发学生的 学 习
热情, 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物
理教学的改革袁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遥
北航物理学院有关老师介
绍袁近年来袁学校对物理学科的
重视日益彰显袁 物理学院顺应
改革尧创新之势袁抓改革尧重质
量袁不断探索高效尧科学的教学
方法袁 提高学生对物理学科的
学习热情袁 为学生更好地掌握
基础学科知识打下坚实基础遥

昆山杜克大学
今年大陆地区首招本科生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记
者日前从昆山杜克大学获悉袁
该校 2018 年在中国大陆地区
首次招收本科生袁1 月 15 日网
上申请结束遥
昆山杜克大学是美国杜克
大学与武汉大学合作创办的非
营利性中外合作大学袁采用英
文授课袁教学团队主要由美国
杜克大学教授及昆山杜克大学
全球聘任的教授组成遥 本科课
程设置采用美国杜克大学的通
识博雅教育模式袁入学时不分
专业袁学生可通过修习不同的
课程来发掘个人学科兴趣与方
向袁在大学二年级自主选定专
业遥 昆山杜克大学的本科生将
有机会在中美两个国家学习和
生活遥 完成 4 年学习的合格毕
业生将获得美国杜克大学学士
学位尧昆山杜克大学本科学历
证书和学士学位遥
昆山杜克大学招生办有关
负责人介绍袁学校目前已设立
材料科学与工程渊材料科学与
物理学冤尧数学与应用数学渊应
用数学与计算科学冤尧生物科学
渊生物学与全球健康冤尧化学渊化
学与环境科学冤尧 全球健康学
渊全球健康与公共政策冤尧环境
科学渊环境科学与公共政策冤尧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渊国际政
治经济学冤尧历史学渊全球化中
国研究冤本科专业遥 此外袁学校
将逐年申请新增专业袁预计到
2020 年袁 将有约 20 个专业可
供首届本科生选择袁覆盖自然
科学尧社会科学尧人文艺术等学
科领域遥
2018 年袁学校面向包括北
京在内的 15 个省尧直辖市招收
175 名大陆学生袁参加 2018 年
高考的考生均可申请报考遥 1
月 15 日 24 时前袁 符合报名条
件的考生要登录美国大学本科
入学在线申请系统渊Common
Application冤填写野通用申请冶袁
以获得录取资格遥 考生要登录
昆山杜克大学官方网 站 下 载
叶通用申请渊Common Applica鄄
tion冤填写指南 曳袁 并按 教 程填
写遥 由于野通用申请冶填写比较
责编/李蔚青 版式/陈 棽

复杂袁建议考生预留充分时间
填写并提交申请遥 完成在线申
请提交后袁考生还要向学校录
取及助学金办公室提交相关书
面文件及申请材料遥 考生如果
希望申请助学金袁 要在 2 月 5
日前将助学金申请表原件寄送
到学校遥
该 校 将对 申 请人 进 行 审
核袁 并于 2 月中旬以电子邮件
形式通知初审结果遥 初审通过
的申请人将受邀参加校园日活
动遥 活动于 3 月和 4 月初的周
末分批进行袁 全程使用英语遥
届时袁学校将通过面试尧小组活
动尧模拟课堂等方式考察申请
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尧领导力潜
质尧团队合作精神尧学习适应能
力尧心理素质等遥学校 4 月中旬
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申请人活
动结果并公示入围名单遥
申请人志愿填报纳入所在
省市普通类提前录取院校批次袁
按当地相关规定操作遥如申请人
所在省份提前录取批次有第一
志愿选项袁要将该校填写为第一
志愿曰如申请人所在省份提前录
取批次为平行志愿袁要将该校填
写在第一位置遥 录取时袁该校将
综合考量申请人高考成绩渊权重
50%冤尧学校自主综合评估渊权重
40%袁包括对通用申请和补充材
料的全面评估以及申请者校园
日活动表现冤尧 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渊权重 10%冤袁进行综合评
分袁择优录取遥 若学生所属省份
无全省统考的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袁 则自主综合评估的权重以
50%计算遥
该校学费预计每年 16 至
18 万元人民币遥 学校将根据对
申请人的自主综合评估成绩颁
发给符合标准的申请人不同额
度的奖学金袁 最高可覆盖 4 年
全额学费袁按学年发放遥 对于
符合学校录取条件但家庭无法
承担学习和生活费用 的申 请
人袁 在申请人按要求提供真实
有效的家庭经济状况信息的前
提下袁学校将根据实际情况向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颁发不同额
度的助学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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