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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H IJKL昨日，
厦门市教育局公布了高中特长生
招生学校名单，包括厦门一中、双
十中学、厦门六中、集美中学等在
内的 21所学校将招收 439名艺
术和体育特长生。
据了解，报名的考生必须具
有厦门普通生资格，且在学籍校
有三年完整学习经历。也就是说，
借读生 （小升初被派位到 A校，
然后通过关系到 B校借读）不能
报考；非本市户籍考生，其父亲或

母亲在孩子初中三年必须有在厦
居住证（暂住证）并缴交社保。
全市各校特长生招生简章将
于 4月 30日前发布在学校网站
上。符合条件的学生及监护人向
招生学校报名。按照规定，
考生报
考特长特色类招生只能选报一所
学校、一个项目，不得兼报。考生
将在中考前参加特长测试，其中，
报考市直属学校特长类招生的考
生须参加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的特
长测试，报考区属学校特长类招

生的考生须参加区教育局统一组
织的特长测试。
学校公布通过特长测试名单
之后，考生参加中考。体育特长
生在投档分不低于招生学校普
通 生 最低 录取 分 数 65%的 前 提
下，按特长测试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录取；艺术特长生在投档分不
低于招生学校普通生最低录取
分数 80%的前提下，按特长测试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出现末
位特长测试成绩同分时，按中考

考生投档位次依次录取，录满为
止。
此外，厦门还有一种特色招
生，今年共有 3所学校获准，分别
是：
科技中学面向全市招收“创新
实验班”60人；厦门市音乐学校
面向全市招收 “普通高中艺术教
育实验班”60人；厦门实验中学
面向全市招收 “数字化实验班”
70人。和特长生一样，报考者向
学校报名，只能报考一所，并选一
个项目。不过，
特色招生考试由学

校组织，通过学校特色考试的考
生就不用参加中考了，报名条件
与特长生的一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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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后应积极参与估分，并据估分
;<E FGH MNOQ高
成绩迅速调整模拟方案，做到有
考临近，高三家长必将面临孩子
备无患。知分后，考生和家长要
—高
人生中一次重大的选择——
结合招生章程清晰掌握不同大
考志愿填报。为了给家长和考生
学的投录档规划，并调整大学与
答疑解惑，近日，由四大名补教
专业的排列顺序，从而将投档概
育策 划推 出 的 2019高 考 志 愿
率、
录取概率等风险进一步控制
填报系列公益讲座在厦门泛太
在最小范围。
平洋酒店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到现场
讲座上，高考升学规划指导
听讲座的家长每人还获得了一份
专家张正喜老师建议：科学地填
专业的高
报高考志愿要抓住考前考后两 “高考高招指导手册”，
考志愿填报指导规划师还为考生
个重要时间周期。考前要充分结
作专业客观的分析报告，帮助考
合考生的特质选择 6个 -10个
生挑选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为考
适合的专业，依据省检成绩设置
生量身打造科学、
合理、
有效的志
80所 -100所弹性大学机会，
并
进一步结合专业方向模拟填报； 愿填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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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GH MNOL近
日，加拿大西温哥华公立教育局
国 际 学 生 招 生 负 责 人 Mi
chael
Fr
ankows
ki带队来厦门举行面
试说明会。本次该教育局推介 3
所公立学校，分别是西温中学、石
山中学、
森特乐中学。
据了解，西温哥华公立教育
局（39学区）是加拿大西部最大
的校区之一。此次国际招生面向
1年级到 11年级，国际生每年的
留学费用（学费 +生活费）在 13
万元 -18万元人民币，与国内普
通国际中学价格不相上下。
讲 座 现 场 ，
Mi
chael
Fr
ankows
ki对家长提出的加拿
大校园环境、安全、孩子出国年
龄、升学转学等问题做出了详细
回答，并介绍了西温哥华公立教
育 局 的 优 势 及 名 校 。 Mi
chael
Fr
ankows
ki建议，尽早申请有
利于成功入读心仪的学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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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家长提前一年申请。
据悉，西温中学是西温哥华
公立教育局最大的中学，拥有出
色的学术课程和丰富多彩的课外
活动；石山中学设有丰富的体育
科目，并赢得了温哥华地区多项

体育比赛冠军；森特乐中学是西
温 哥华 公 立教 育局 的 第二 大中
学，
来自 40多个国家的学生在学
校学习，各类运动场、俱乐部及演
出中心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
;$%(&::%

>?@ABCDEFGHIJ
;<E PGH IJKQ以
“金牌主播”为媒，连通两岸少年
心。经过三个月的筹备，
由中华文
化促 进会 主持 人 专业 委员 会 主
办，福建省中视美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福建武夷山宽庐茶叶有
限公司等联袂举办的 “金牌主
播”第三届青少年播音主持选拔

活动厦门赛区海选日前结束，初
赛、复赛分别定于5月26日、
6月
16日举行。
记者了解到，
“金牌主播”选
拔活动分少儿组、青少组、青年组
三个组别进行。少儿组、
青少组以
“培养挖掘播音主持未来之星”
为宗旨，青年组以“向电视行业

选拔、
输送优秀人才”为目标。
厦门赛区经过海选后，将通
过初赛、晋京决选（复赛）的形式
评选出部分优秀选手直通8月7日
-8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总
决选。届时，央视主持人赵忠祥、
张悦、金龟子、阿丘、詹泽等将担
任决赛评委和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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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日，
在厦门市康乐第二小学
多媒体教室，模拟法庭正式“开
庭 ”，小 法 官 、审 判 员 、律 师 、被
告、
原告肃然正坐，还有旁听者在
侧。

这是康乐二小班主任名师工
作室开展的少先队主题队会课，
由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陈清云老
师主持。
本次队会课的重头戏，是一
场“因酒驾撞伤人”造成的刑事

附带民事案件，由队员扮演的小
小审判长、审判员、诉讼代理人等
呈现了逼真的庭审现场。课后，
学
生们纷纷表示，要从小学法、守
法、用法，提高自己的“法商”，当
合格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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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厦门新东方学校第三届家长
委员会启动仪式在新东方源昌
校区举办，
这已经是新东方家长
委员会一路走来的第三个年头。
据了解，第三届家长委员会
由 60余名委员组成，除了从第
二届连任的优秀家委之外，新东
方还面向所有学员家长进行招
募，
面试选拔出 20名新家委。
当日的启动仪式举行了以
“走向春天的下午”为主题的活
动，
设置游园区和主会场两个区

域，充满趣味的答题游戏、幸运
转轮游戏和套圈圈游戏，让家委
们流连忘返。
据悉，新东方家长委员会致
力于在学员家长中寻找有影响
力的意见领袖，通过他们的社交
网络，
汇集来自所有家长群体对
新东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并及
时做出反馈。此外，新东方会在
暑期安排家委会委员入班听课
并暗访校区，对新东方的教学和
服务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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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了解到，
4月 20日上午 8点
30分至 11点 30分，厦门五中
将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届
时，
厦门五中将展示优美的校园
环境、
优异的教学资源和教学质
量，
让学生和家长们更了解这所
学校，
做好初小衔接。
本次“校园开放日”的开放

对象为二实小、莲花小学、鹭江
新城小学、
莲龙小学等小学毕业
生及其家长，
同时也欢迎本校毕
业生及家长回校参观。活动当
天，学生和家长除了参观校园、
进行教学咨询之外，还能参加学
校关于班级管理特色的讲座及
初小衔接工作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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