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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吉列留学世界名校巡回展周六开幕 加拿大纽省成中产阶级移民首选

由金吉列留学主办的

“第32届世界名校巡回招生

面试会”济南站将于10月23

日本周六在位于济南泉城路

西口的华能大厦5层举行，预

计本届秋季世界名校招生展

将与山东国际教育展发出

2010年留学移民最强音。本次

巡回会盛况空前，将在为期

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在全国11

个重点城市先后举办，为有

意赴海外留学的莘莘学子奉

上一道丰盛的留学大餐。

当下，各类留学信息充斥

在各种渠道，但是在质量上却

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学生对

于自己未来学业的规划。因

此，作为中国首批涉足留学服

务的专业机构，金吉列留学始
终将为广大学生和家长提供

权威的留学信息及留学指导

作为自己肩上最重大的责任。

本届巡回会云集了200余

所优质海外院校，涉及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

兰、法国、西班牙、日本、韩国等

全球十几个热门留学国家；并

且参展院校种类包括：综合性

大学、高等技术学院、大学预

科、语言学校等，面向广大高

中生、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

等各个阶段的学生。

展会上，学生和家长可

以零距离了解到这些知名大

学的综合情况。其中部分院

校的校方代表和招生官员也

将亲临现场，面对面为学子

答惑解疑，提供最新的招生

信息和奖学金政策。同时，在

本届招生面试会上，金吉列

还将特邀中国驻美国、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法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

西班牙十个国家使馆的十一

位前教育参赞将亲临现场指

导，讲解最新留学政策。教育

参赞及金吉列名牌留学专家

将利用他们多年的海外工作

生活和学习经验，和对海外

教育体制和院校专业的理解

亲历亲为，从学生实际情况

出发，从专业角度分析，为每

位留学生规划一套上佳的留

学方案。

看美国媳妇教子

勿庸置疑，中国孩子的生活能

力与自我管理能力仍在继续弱化，

“你只用管好学习，别的什么都不

用管”正是中国家长们在这场教育

危机中喊出的可怕宣言。

美国哈佛大学一批儿童教育、

社会及行为专家对波士顿地区400

多名少年儿童做过一项对比研究，

小时候爱干家务与不爱干家务的

孩子，长大后失业率比为1：15，犯

罪率比为1：10；此外，离异、心理

疾病的比率也存在较大差距。由此

可见，从小学会自理有独立生活能

力的孩子，不仅长大具有吃苦耐

劳、尊重他人等优良品质，还比四

体不勤的孩子更有出息。

一项关于10～14岁少年儿童

平均每天干家务的时间对比，美国

是1 . 2小时，英国是0 . 6小时，法国

0 . 5小时，日本0 . 4小时，而中国只

有11分钟。中国家长一手包办，是

对孩子的溺爱，其实是剥夺了孩子

成长的机会与本能，是一种“软暴

力”。在许多次的国际比赛中，凡是

考到动手能力，中国孩子根本不是

外国青少年的对手，事实早已给我

们敲响了警钟。

有自理才能自立，能自立才能

自强。如果孩子在成长的关键期缺

失了自理能力这一必修课，势必在

人生的发展中留下致命伤。好父母

应该为孩子的一辈子负责。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副主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

事)

包办溺爱
是“软暴力”

纽省(NB)提名计划：加

拿大省提名移民计划的样板

工程

省提名计划已成为加拿

大移民最主要途径。自2003年
KBL加凯顾问集团开始在中

国推广纽省提名移民计划以
来，已经帮助近千名申请人申

请该项目。数以百计的申请人

家庭已经成功登陆加拿大。目

前，项目要求如下：

拥有至少3年的经商或管

理经验；家庭净资产不低于30

万加币(约210万人民币)；在加

拿大纽宾士域省投资至少约
12 .5万加币，在当地开办企业
并主动经营 ；申请人在获得

省提名之前，须按要求交纳7.5

万加币有条件可返还的投资

定金；在纽宾士域省进行商务
考察；在纽宾士域省安居乐

业；具备基本英语或法语语言

能力或参加纽省政府指定的

语言培训课程。

优势凸显，纽省项目成

中产阶级移民首选

合理的资产要求：相对

于投资移民新政策160万加

币(约1100万人民币)的高昂

的资产要求，NB项目仅30万

加币的资产要求。

较低的移民成本：纽省
(NB)要求最低投资要求为

12 . 5万加币，在获得省提名

时，需支付的投资定金仅7 . 5

万加币，同时还实行投资定

金全额返还的政策。

一拖多的移民政策：今

年，纽宾士域省(NB)又新增

了基于家庭支持的移民类

别，该类别将允许那些已经
成为纽省永久居民或者公民

的人士帮助符合条件的家庭

成员定居到纽省。

拥有温和舒适的温带海
洋性气候的NB省，正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中国申请人去当

地安居乐业。

相关链接：6月26日，加

拿大移民部闪电宣布，联邦

投资移民投资金额由40万元

倍增至80万元。相应的资产
要求由80万加币上升为160

万加币。 (文/王伟)

格域外教育

格专家视点

儿子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定居美国。还给我找了个洋媳妇苏珊。如今，小孙子托比

已经3岁了。今年夏天，儿子为我申请了探亲签证。在美国待了三个月，洋媳妇苏珊教
育孩子的方法，令我这个中国婆婆大开眼界。

每天早上，托比醒来后，苏珊把早

餐往餐桌上一放，就自顾自地忙去了。

托比会自己爬上凳子，喝牛奶，吃面包

片。吃饱后，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衣柜

里找衣服、鞋子，再自己穿上。

一天中午，托比闹情绪，不肯吃饭。

苏珊说了他几句，愤怒的小托比一把将

盘子推到了地上，盘子里的食物洒了一
地。苏姗看着托比，认真地说：“看来你

确实不想吃饭！记住，从现在到明天早

上，你什么都不能吃。”托比点点头，坚

定地回答：“Yes！”我在心里暗笑，这母

子俩，还都挺倔！

开始吃晚饭了，托比欢天喜地地爬上

凳子。苏珊却走过来，拿走了他的盘子和
刀叉，说：“我们已经约好了，今天你不能

吃饭，你自己也答应了的。”托比看着面容

严肃的妈妈，“哇”地一声哭起来，边哭边
说：“妈妈，我饿，我要吃饭。”“不行，说过的

话要算数。”苏珊毫不心软。

我心疼了，想替托比求情，说点好
话，却见儿子对我使眼色。想起我刚到

美国时，儿子就跟我说，在美国，父母教

育孩子时，别人千万不要插手，即使是

长辈也不例外。无奈，我只好保持沉默。

那顿饭，从始至终，可怜的小托比

一直坐在玩具车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

三个大人狼吞虎咽。我相信，下一次，托

比想发脾气扔饭碗时，一定会想起自己

饿着肚子看爸爸妈妈和奶奶享用美食
的经历。饿着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况且

还是面对自己最喜爱的食物。

临睡前，我和苏珊一起去向托比道

晚安。托比小心翼翼地问：“妈妈，我很
饿，现在我能吃中国面吗？”苏珊微笑着
摇摇头，坚决地说：“不！”托比叹了口

气，又问：“那等我睡完觉睁开眼睛时，

可以吃吗？”“当然可以。”苏珊温柔地回

答。托比甜甜地笑了。

大部分情况下，托比吃饭都很积

极，他不想因为“罢吃”而错过食物，再

受饿肚子的苦。每当看到托比埋头大口

大口地吃饭，嘴上脸上粘的都是食物

时，我就想起外孙女。她像托比这么大

时，为了哄她吃饭，几个大人端着饭碗

跟在她屁股后面跑，她还不买账，还要
谈条件：吃完这碗买一个玩具，再吃一
碗买一个玩具……

不吃饭就饿着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一天，我们带托比去公园玩。很

快，托比就和两个女孩儿玩起了厨房游

戏。塑料小锅、小铲子、小盘子、小碗摆

了一地。忽然，淘气的托比拿起小锅，使
劲在一个女孩儿头上敲了一下，女孩儿

愣了一下，放声大哭。另一个女孩儿年

纪更小一些，见此情形，也被吓得大哭

起来。大概托比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的

后果，站在一旁，愣住了。

苏珊走上前，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后，她一声不吭，拿起小锅，使劲敲到托比

的头上，托比没防备，一下子跌坐在草地

上，哇哇大哭起来。苏珊问托比：“疼吗？下
次还这样吗？”托比一边哭，一边拼命摇
头。我相信他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托比的舅舅送了他一辆浅蓝色的

小自行车，托比非常喜欢，当成宝贝，不

许别人碰。邻居小姑娘露西是托比的好
朋友，央求托比好几次，要骑他的小车，

托比都没答应。

一次，几个孩子一起玩时，露西趁

托比不注意，偷偷骑上小车，扬长而去。

托比发现后，气愤地跑来向苏珊告状。

苏珊正和几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聊天喝

咖啡，便微笑着说：“你们的事情自己解

决，妈妈可管不了。”托比无奈地走了。

过了一小会儿，露西骑着小车回来

了。托比看到露西，一把将她推倒在地，

抢过了小车。露西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苏珊抱起露西，安抚了她一会儿。很快，

露西就和别的小朋友兴高采烈地玩了

起来。

托比自己骑了会车，觉得有些无

聊，看到那几个孩子玩得那么高兴，他

想加入，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蹭到

苏珊身边，嘟囔道：“妈妈，我想跟露西

他们一起玩。”苏珊不动声色地说：“那

你自己去找他们啦！”“妈妈，你陪我一
起去。”托比恳求道。“那可不行，刚才是
你把露西弄哭的，现在你又想和大家
玩，就得自己去解决问题。”

托比骑着小车慢慢靠近露西，快到

她身边时，又掉头回来。来回好几次，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托比和露西又笑

逐颜开，闹成了一团。

管教孩子是父母的事
苏珊的父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听

说我来了，两人开车来探望我们。家里

来了客人，托比很兴奋，跑上跑下地乱

窜。他把玩沙子用的小桶装满了水，提

着小桶在屋里四处转悠。苏珊警告了她

好几次，不要把水洒到地板上，托比置

若罔闻。最后，托比还是把水桶弄倒了，

水洒了一地。兴奋的小托比不觉得自己

做错了事，还得意地光着脚丫踩水玩，

把裤子全弄湿了。我连忙找出拖把准备

拖地。苏珊从我手中抢过拖把交给托

比，对他说：“把地拖干，把湿衣服脱下
来，自己洗干净。”托比不愿意，又哭又
闹。苏珊二话不说，直接把他拉到贮藏

室，关了禁闭。听到托比在里面发出惊

天动地的哭喊，我心疼坏了，想进去把

他抱出来。托比的外婆却拦住我，说：

“这是苏珊的事。”

过了一会儿，托比不哭了，他在贮藏

室里大声喊：“妈妈，我错了。”苏珊站在门

外，问：“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我知

道。”苏珊打开门，托比从贮藏室走出来，

脸上还挂着两行泪珠。他拿起有他两个高

的拖把吃力地把地上的水拖干净。然后，

他脱下裤子，拎在手上，光着屁股走进洗
手间，稀里哗啦地洗起衣服来。

托比的外公外婆看着表情惊异的我，

意味深长地笑了。这件事让我感触颇深。

在很多中国家庭，父母管教孩子时，常常

会引起“世界大战”，往往是外婆外公护，

爷爷奶奶拦，夫妻吵架，鸡飞狗跳。

后来，我和托比的外公外婆聊天

时，提到这件事，托比的外公说了一段

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孩子是父母的

孩子，首先要尊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

式。孩子虽然小，却是天生的外交家，当

他看到家庭成员之间出现分歧时，他会

很聪明地钻空子。这不仅对改善他的行

为毫无益处，反而会导致问题越来越严

重，甚至带来更多别的问题。所以，无论

是父辈与祖辈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发

生分歧，还是夫妻两人的教育观念有差

异，都不能在孩子面前发生冲突。

虽然苏珊对托比如此严格，托比却

对妈妈爱得不得了。他在外面玩时，会

采集一些好看的小花或者他认为漂亮

的叶子，郑重其事地送给妈妈；别人送

给他礼物，他会叫妈妈和他一起拆开；

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留一半给妈妈。

（张淑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