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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考试今年8月起实行拼分

可取听、说、读、写每项最高分组成最优成绩

□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日前，记者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

心（ETS）获悉，托福考试将于今年 8 月

开始实行“My Best scores”，即“拼分”政

策，考生可以从过去两年的有效托福成

绩中，选取听、说、读、写每项的最高分

组合在一起，拼成考生的最优成绩。 不

过， 有专家提醒，ETS 在向高校递送成

绩时，将同时递交某次考试的正常成绩

和考生的拼分成绩，因此单次考试的成

绩同样重要。

系统自动生成个人最优成绩

据悉，使用拼分很容易，考生的托

福原始成绩表保持不变，无须更改分数

要求。 考生登录 ETS 账号后，个人有效

期内的托福成绩都有显示，系统会自动

置入个人最优成绩，不需要考生额外操

作。 对于申请美国高校的留学生而言，

拼分政策具有一定优势。 例如，考生在

过去两年内考了 3 次托福，那就可以组

合每次考试中听、说、读、写单项的最高

分数实行拼分。

ETS 考试专家的研究表明，拼分最

优成绩和单日考试成绩都是衡量英语

水平的有效指标。 当学生以拼分展示他

们的最佳表现时，可以扩大符合英语语

言要求的合格申请人的范围， 不过机

构可以选择是否接受拼分成绩。

记者了解到，目前，美国高校尚

未对托福“拼分”的具体要求做出官

方说明。而根据 ETS 此前对 251 所接

受托福成绩的大学的调查结果显示，

多数大学对“拼分”持支持态度。 景

鸿教育总经理唐泽坤提醒，ETS 在向

高校递送成绩时，将同时递交某次考

试的正常成绩

（学生可自主选择递送两

年内的任何一次有效成绩 ）

和拼分成

绩。 因此单次考试的成绩同样重要，不

然会降低拼分成绩的有效性。 唐泽坤表

示， 高校最终以何种方式接受考生成

绩，仍遵循其具体录取要求，建议学

生在申校时需要先向心仪学校确认

是否接受拼分，然后尽早规划，早申

请。

高分考生竞争压力或加大

新政对备考托福的考生有什么影

响呢？ 留学专家周廷岳认为，拼分政策

对于那些接近预期成绩，但某一科成绩

短板的学生而言益处是最明显的。“这

类同学的基础已经较好，只是某一个单

科成绩时常不理想，离需要达到的分数

线刚好差几分，可以考虑在较擅长的三

科达到较高理想分数后，主攻复习薄弱

科目，压力相对会减轻，复习效果也会

较明显。 ”周廷岳建议，这类学生可以先

补齐短板，日后再追求各单项上分数的

均衡。

不过，对于四科成绩较均衡且稳定

的高分段学生而言，新政或会带来一定

竞争压力。“以往能考到高分，甚至满分

的同学较少。 在申请过程中，高分段

的学生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但通过拼

分， 可能会出现大批 120 满分的同

学。 对校方来说，可选择的申请者多

了， 对高分同学的竞争压力就会更

大。 ”周廷岳表示，由于目前不确定

有多少学校会选择接受这一政策，但

仍建议这部分高分学生不要止步于

已有分数，争取取得一次性整体高分

更有压倒性优势。

对于基础较弱，有两科以上成绩短

板的学生，周廷岳认为，听说读写能力

本身就是相通的，那么某个单科就算分

数略高，也往往会被两科以上的弱项拖

了后腿。“这个分数段的学生还是需要

巩固基础、扎扎实实的按照原计划完成

各科的复习任务，才能有效地提高各个

单项的能力， 提升单科分数乃至总分，

达到预期分数。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徐珊珊 ）

日前，

教育部官网公布 2019 年度面向中小学

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包含“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等 29 项竞赛活

动。 与此前公示过的 32 项名单相比，

“第十四届全国高中生创新作文大赛”

“肯德基三人篮球赛”以及“全国中小学

生英语能力竞赛（NEPCSS）”等 3 项竞

赛未能进入最终名单。

教育部表示，竞赛活动要体现素质

教育导向，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务教育

阶段的竞赛活动， 要严格控制竞赛数

量， 特别对学科类竞赛数量大幅压缩。

竞赛活动一律不得收费，不得以任何方

式转嫁成本。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最终

公布的 29 项竞赛活动中， 科技创新类

包含 12 项，学科类包含 13 项，艺术体

育类包含 4 项。 学科类竞赛占比为

44.8%，面向群体仅为高中生。

对于此次被取消的三项竞赛，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回答记者问时表

示，这三项竞赛活动存在承办方违规办

赛、 竞赛管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主

办方年检不合格等问题，不符合有关条

款的规定，因此取消。教育部表示，除本

次公布的竞赛活动以及根据教育教学

需要，由教育部按规定组织开展的竞赛

活动以外，其他所谓全国性竞赛包括通

过网络形式举办的全国性竞赛均不合

规，不得在任何区域内实施。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全

国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大赛、“童创未来”全国青少年

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 全国青少年电子信息智能创新大赛、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 全国中小学生创·造

大赛、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竞赛、“明天小小科学家”竞赛、全

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全国中学生天文知识竞

赛、全国防震减灾知识大赛。

真光中学举行首场招生开放日

信息时报讯（记者 徐珊珊）

4 月 13 日，广

州市真光中学举行首场招生开放活动。由于第

一年实施自主招生，汾水校区、真光实验学校

与校本部联合招生咨询，现场咨询的家长和学

生比往年多了不少。

尽管当天早上暴雨如注，也没有阻碍前来

咨询的学生、家长们的热情，上午 8 点刚过，真

光校园人流明显增多，雨渐渐小了，招生咨询

摊位面前人越来越多。“我们特别关注自主招

生，很想知道相关政策。 一早就冒雨前来。 ”一位

学生表示。

真光校本部的活动内容丰富，包括三场的

专场报告会、社团活动展介、学生书画作品展

示和现场挥毫。 当日，学生和家长还可自由参

观校园、饭堂、真知阅览室、校史展览馆、运动

场、宿舍等。

据悉， 真光中学还将在 5 月 6 日、6 月 2

日举行招生开放日。

简讯———

小学英语特色

校本课程建设研会讨举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徐珊珊）

４ 月 11 至 12

日，由基础教育课程杂志社中小学英语教学研

究办公室主办，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广东树

童教育顾问有限公司协办的“2019 年小学英

语特色校本课程建设研讨会”在广州举行。 国

内英语教学泰斗、英语教育专家与来自全国各

地英语教研战线的 700 多名教研员、 校长、英

语骨干教师齐聚一堂，探索基于核心素养的英语

特色校本课程建设，为中国孩子找寻英语学习

的解决方案。 显示特色课程的探索成效。

研讨会上，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

核心成员、 英语特级教师刘兆义做了专题讲

座。他认为，在新课标中，教学目标已经关注学

生的综合英语能力提升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

品质和学习能力。 为此，英语课堂教学要把重点放

在学生“做什么”上，为每个学生有意义的“参与、感

知和体验”的学习过程，英语校本特色课程也

要围绕学生的能力研发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教育部确定29项中小学全国性竞赛名单

2019

年度面向中小学生的

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

科 技 创 新 类

（

12

项）

全国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全国中学生物理奥林匹

克竞赛、全国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

林匹克竞赛、全国中学生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世界华人学生

作文大赛、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叶圣陶杯全国中学

生新作文大赛、高中生创新能力大赛、“外研社杯”全国中学生

外语素养大赛、中国日报社“21 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

赛、“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地球小博士”和“环保之

星”全国地理科普知识大赛。

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 中日青

少年书画友好交流大赛、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

大赛、丝路国家青少年国际摄影竞赛。

艺 术 体 育 类

（

4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