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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T 季度大事记

EACT 代表拜访 FAF，更新联合国青年大会合同

1 月 7 日，EACT 代表前往新泽西拜访了 FAF 代表。EACT
会长王军携项目经理徐一凡、丁盼与 FAF 会长 Patrick
Sciarratta 和青年大会项目负责人 Yanyu Li 进行了会谈。双方
就 2014-2015 的合同进行了更新，对即将开始的 2014 年冬联
合国青年代表大会的行程进行了梳理，对联合国青年代表大
会的课程结构改进方向进行了讨论。合同改进条款主要包
括；关于课程结构内容 2014 年底前要提交一个计划书给国
内，夏天青年大会的基本内容 FAF 将提出更详细计划，于
2014 年底签订补充协议。
EACT 代表拜访 Frostburg University 并改进协议
在 Frostburg University 的教务长 William Childs 和国际项目负责人
Brian More 拜访了 EACT 并就合同进行磋商之后，EACT 会长王军
携项目经理徐一凡到 Frostburg University 参观校园并就合同进一
步商谈。经过讨论，合同的入学规定、假期学生宿舍使用、英语
考试等级要求、I‐20 表格写法等条款进行了修改和改进。EACT 代
表在陪同下参观了该大学的食堂、图书馆、宿舍及语言班宿舍等
设施，并确认语言班同学对大学活动的大程度参与和学分转换，
等等。
EACT 代表参加华府中国驻美大使馆吴玺公使到任招待晚宴和新春
招待会
1 月 10 日，明日中国教育协会（EACT）派代表参加了中国驻美国
大使馆欢迎吴玺公使到任就职的晚宴。席间，EACT 代表王军会长
和吴玺公使、张毅参赞、教育处方茂田参赞等进行了热情谈话，
汇报了 EACT 近年来在科教领域所做的努力和工作，寻求 EACT 同
大使馆教育处未来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1 月 27 日，EACT 代表出席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新春招待会。
EACT 代表与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项目主任李成等就教育组织与
智库合作、邀请学者为 EACT 教育交流项目的学子讲学等将来可能
的活动进行了亲切会谈。

本期寄语
冬去春来，EACT 又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年度。所有的硕果
留在了去年，新年让我们再出发。2014 年冬季联合国青年大
会圆满举办，让严寒的冬季也生机勃勃；而和各学校、团体的
联系，都在为接下来的项目与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希望我们
的努力，能为您的现在与未来增添一抹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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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大事记续


EACT 圆满完成 2014 年冬季联合国青年
大会

2014 年 2 月 3 日到 2 月 12 日，EACT
带领 2014 年冬季联合国青年大会代表团
的 67 名老师与同学顺利完成了本届联青
会的活动。
从哈佛校园到普林斯顿校园，从联
合国会议厅到世界银行报告厅……十余
天的行程一晃而过，分为北京、上海、
广州三个团的青年代表们参观了许多无
限向往的机构与地方，与世界各地的同
龄人一起交流、做项目，留下了永生难
忘的记忆。
EACT 协办华盛顿华语电影节

EACT 积极参与多样的文化活
动，目前正与其他多个组织共同进
行第二届华盛顿电影节的筹备与组
织工作。
第二届华盛顿华语电影节（2nd
D.C. Chinese Film Festival, DCCFF）
从即日起到 5 月 31 日正式面向全球
启动影片征集活动,并已经于 3 月 30
日正式开幕。
华 盛顿华语电影节为独立电影
节，目前是美国东部最具影响力的
华语电影节。电影节旨在发掘优秀
的华语影片和电影人，并期望通过
海外展映活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电影节每两年一届在美国首府华盛
顿 DC（Washington D.C.）地区举
办，开展为期一周的电影展映、评
奖、座谈及其他相关交流活动。
第 二届电影节定于 2014 年 9 月
初在华盛顿 DC 举办包括开幕礼、影
人论坛、入围作品展映、颁奖礼等
在内的系列活动。EACT 将与美国中
文电视一起协办此次活动。

EACT-联合国青年大会（日记、感悟选）


广州团老师形成第一天 2 月 4 日日记

经过 15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当地时间（波士顿）时间近晚上
10：00，飞机顺利降落在波士顿机场。这一路虽然有点跋涉，也出现
过一些小状况或问题，但由于同学们的积极性和配合度都比较高，也
很耐心，这些小困难都被顺利化解了。跟北京、上海的队伍汇合后，
我们一行 60 多人乘坐大巴，领略了窗外一下波士顿夜色的宁静。车
上，当地的领队老师还给我们简要介绍了一下美国的消费情况。晚上
12 点左右，同学们都顺利入住酒店，忙碌了一天的同学们终于可以休
息了，以更好的精神状态迎来接下来的美国之行！


“波士顿的颜色” ‐‐ 张伊，参会学生分享
在许多人心中，波士顿会是绿色的--那便是常春藤的颜色。正如我

们今天见证的常春藤联盟重量级成员--哈佛。有别于国内的大学，哈
佛开放式的校园没有围墙，你随时可以信步其中。红砖建筑咦呀在我
耳边低诉它的历史痕迹，神圣的纪念堂提醒着人们和平之可贵与今日
幸福来之不易，图书馆直通地下，是不是意味着追求知识也该刨地数
尺追根问底呢？
正当我沉浸于这股学术绿，波士顿却瞬间幻化为白色，我 2014 年
的第一场雪就这样降临。整个城市逐渐银妆素裹白茫一片，天地透
亮。连查尔斯河也幻冻成冰，留下河面上一道道白雪的痕迹。积雪踩
在脚下吱吱作响，大自然的旋律动听又无法抗拒。
在这小小冰雪世界，我的心中却燃起一抹撩人的火红！这是梦想之
火，热情之红。当哈佛的学姐在交流会上分享自己的哈佛历程时，内
心似有一头即将冲破束缚的困兽在嘶吼，不要怕为梦想付出代价，不
要因为害怕尝试让机会流失，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聆听、跟随自己
的内心。当心有信仰，人有动力，便力量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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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T- 联 合 国 青 年 大 会 （ 日 记 、 感 悟 选 ）
（续）


2014 联青会行程第四天日志——在联合国开会
联合会的议程马不停蹄地进行着，经过了在联合国的餐厅简单的

用餐后，参加联青会议题展示的同学就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
1:30 分，展示会正式开始，所有的同学们都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在
联合国的罗马尼亚评委的面前展示着自己的畅想。他们有的使用的
是海报，有的制作了精美的幻灯片演讲，还有的则自信十足地展示
着自己的提议。果然，不负众望地，当天有三组参加的同学们博得
了评委们的兴趣，进入了明天的决赛。
同时，其他的同学则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游览参观了
整个联合国总部。来带领大家参观的是一名经验十足的工作人员，
她详细热情的讲解引起了大家对联合国的历史以及联合国所做的事
情充满了兴趣，提问的同学们争先恐后，同学们又在一次充实地游
览中学到很多知识。有的同学表示，能够游览联合国总部是件非常
荣幸的事情，而他们也学到了热爱和平，关注发展。


行程第九天日志——世界银行学习
今天早上，同学们再次穿上了正装，前往世界银行参观学习。周

一的华盛顿跟国内的很多大城市一样，在上班高峰略为拥挤。世界
银行的安检十分严格。首先给我们做演讲的是两位世界银行的在职
官员。他们很详细地跟同学们介绍了世界银行的历史、职能、对世
界的贡献和对国家的影响，以及年轻人可以如何通过世界银行的平
台施展自己的才华。EACT 的老师还给同学们派发了两张世行的实
习招聘宣传，帮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进入这个致力维护世界经济稳
定、扶助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世界性组织。之后，不少在大学读金
融、或有意向从事经济行业的同学都纷纷向演讲人提问，从内部反
腐败的系统到世行非洲项目的展开，同学们的提问都十分有深度，
体现了他们对演讲内容的深入思考和对世行的关注。之后，EACT
（明日中国教育协会）会长的王军老师给我们分享了他们之前促进
台湾与大陆在青少年培养上统一战线的经历，以及所遇到的困难。
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国际性的锻炼平台，培养杰出的未来社会企业
家，协会成员们排除万难，同心协力说服政府和企业，跨越政治隔
阂，其意识与决心真是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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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2014 年夏季联合国青年大会开始报名

本次活动将深入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通过参与联合
国青年大会、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聆听世界银行讲座、亲
身参与公益项目实践与项目基金评选、访问著名大学，力
争在 17 天的行程中让所有青年代表用最短的时间对美国的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就业，生活各个方面有所了
解：参与联合国青年大会，向全世界展现中国当代青年风
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访问大型国际组织，在了解国际
组织运作模式的同时，帮助大家积累良好的社会活动经
历，为今后的求学之路提供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参与公益
项目实践与项目基金评选，其本身就是一个了解社会、参
与社会实践，培养团队精神，学习并逐步树立服务于“小
社区、大社会”的公益理念的亲身体验过程。对于所有参
团的同学今后择校，在美生活，和职业规划，均会起到指
导与促进作用。

明日中国教育协会美国总部：
地址：10411 Motor City Drive, Suite 750
Bethesda, MD 20817
电话： +1-240-395-1376
传真： +1-240-395-2347

美国大学招生办最看重的指标是什么？

根据最近美国大学入学咨询委员会(NACAC)的
一项调查表明，在申请大学时，学生的高中成绩是
大学招生办最看重的指标。调查表明，相比标准化
考试，如 SAT 和 ACT，招生官更看重申请学生的在
校成绩以及课程体系的难易程度。委员会的高级管
理人员 Joyce E. Smith 女士表示：“如果学生能
够在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程中获得好成绩，招生官
会对此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调查也显示了一些其
它结论，例如，和十年前相比，现在大学越来越难
预测有多少比例的录取学生会决定接受录取，导致
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在的学生人均
申请学校比过去上升了许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现
在每所学校的申请人数都屡屡创新高，实在是太多
学生申请了。华英教育认为，这里面，来自中国申
请人数的上升，以及中国学生申请学校数量普遍在
10 所以上的申请习惯，都直接影响了这一趋势。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谈留学

EACT 网站：www.eactus.com

明日中国教育协会北京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路甲 1 号新
天第 A 座 1001
电话：010-64465601
传真：010-64465712
EACT 中方网站 http://www.unyouth.cn/

演讲结束后，我与在北京大学学习的一些中国和美
国学生见了面——我们同时通过视频和一些身在美
国、聚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连线。
我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间同学们分享了他们在
中国留学的经历。好几位同学承认在来中国之前，
他们有过各种担忧—他们担心他们的中文不够好，
他们将很难适宜新的环境，他们将比以前离家更加
遥远。但是他们都同意，通过克服这些忧虑，他们
学到了更多，也成长了更多，这是他们以前从未想
象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