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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暑假假““快快马马加加鞭鞭””未未必必适适合合孩孩子子

“我不想去学校，那里太没意思了，我讨
厌那里的同学！”“我今天跟某某同学打了一
架，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我们班投票选举班
长，我才得了三票，是不是大家都不喜欢我啊?”

对于7—12岁的孩子来说，人际交往中
出现的问题，开始越来越多地困扰着他们。
与父母的沟通不畅、不合群、喜欢独处、和同
学搞不好关系等等问题的滋生，可能导致孩
子厌学，影响孩子的学习乃至自信心。
人际关系不好，孩子容易厌学的重要根源

在小学生这一群体中，这不是个案，在
济南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情商训练师们每
周都会接待无数个类似的家长咨询。小学生
最主要的交际圈就是同学，孩子往往要承担着
发展友谊、维持友谊、解决同伴冲突等人际压
力。如果孩子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不佳，孩子在
这个环境中学习、生活就会感觉很难受，不仅
没有心思去学习，还有可能会厌学、逃学。
误以为不受欢迎，孩子自信心大打折扣

通过多年对儿童行为及心理的研究，济
南龅牙兔儿童情商乐园资深训练师王婷老
师总结出，一旦孩子交不到朋友，会误认为
自己就是不被喜欢、不受欢迎的，往往严重
影响到自信心的发展。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好人际都是依靠自
己主动争取来的。孩子缺少交朋友的主动性、
不懂交朋友的技巧，不敢加入集体游戏中，不
敢主动与别人打招呼、交流，只会默默躲在一

边，怎么可能有好的人际关系呢？所以主动交
朋友的意愿和技巧，对于孩子来说尤其重要。
情商训练，让孩子拥有好人际

要提高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根本上
来说，就是要鼓励孩子交朋友的信心，教会
孩子与人交际的方法和技巧。

在龅牙兔的基础课程中，有相当大的比重
都是在提高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情商训练师
会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
的，是受欢迎的。接下来授以方法，教孩子如何
对待陌生人，以什么样的礼仪接人待物，让别
人感觉相处更舒服；另外，孩子还会学习主动
去交朋友的具体技巧和步骤，如何与别人开始
一段对话，如何运用非语言沟通，如何让别人
更愿意跟你交朋友等等。掌握了这些技巧和方
法，孩子就会充满信心，乐于主动去争取友谊，
成为一个快乐、自信、受欢迎的“人际万人迷”。
龅牙兔情商教育，欢乐中培养0—12岁儿童
情商能力

龅牙兔儿童情商教育摒弃了传统单一
的培训和教学模式，采用体验式、互动式及
分享式教学，通过情景模拟、游戏挑战、角色
扮演等符合孩子年龄特点的方式，通过各种
游戏、户外活动、主题活动、节日派对及童子
军等丰富多彩的情商活动，将自信心、情绪
管理和人际交往等情商理念和技巧植入孩子
思想和行为，进而成为一种习惯，为自己所用，
让孩子少走弯路，在欢乐中成为未来成功者。

“汉语热”风靡全
球，1亿多老外在学中文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
的增强及国家推广汉语
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
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中
文，如今我国已设立了
1000多所孔子学院，海外
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过 1

亿，且以 5 0 %的幅度在
增长。据统计，汉语教师
缺口达500万人，且薪资
颇高。据海外教汉语的
老师反馈，目前汉语教
师在美国，时薪达 8 0美
金；加拿大时薪达 7 5加
元；澳洲时薪为80澳元；
西欧时薪为 7 0欧元。即
使在国内，工资也已达80
-300元/课时。

我省“IPA汉教”考
试正在报名

想从事对外汉语教
学工作，须考取国际公认
的 IPA对外汉语教师资
格证。大专及以上学历人
士、在校大二及以上年级
学生(专业不限)、准备出
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或
高三在读生均可报考，目
前报名工作正在进行，有
意参加考试者，请抓紧时
间到考务中心报名，以便
充分备考。
报考电话:
0531-58591012 58591013

官方网站：s d . i p a z z . c n

济南考务中心地址：济南
市泺源大街圣凯财富广
场3楼330

为备战2014年山东
专升本考试，特举办山
东专升本全程全科辅导
班 (脱产预科班 )，一期7

月20开课，二期9月21开
课，学习至 2 0 1 3年 1 2月
底。小班教学、质量保
障。高校内半封闭管理，
3 8所主考院校师资，2 4

小时助教指导。600超长
课时，大幅提升成绩，高

升本率。易百教育领航
山东专升本12年倾力奉
献！！专升本暑假精讲班
同时报名。最后三天特
大优惠报名！！另前1 0 0

名，2014年成功升本的，
退一半学费！！
电话：0531-86187100
www.yb100 .com

济南市历山路96号建筑
大学老校区办公楼三楼。

南洋理工学院定于2013年7月来华
招生，地区不限。该学院是新加坡公立高
等院校，并被中国教育部认可、世界一流
的综合性学院。文凭全球认可，毕业生可
免考直升全球一流名校本硕课程(+1年
或+2年)。学生须参加校方在北京举办的
直接入学测试，一经录取即可获得新加
坡政府提供的三年80%助学金，三年新加
坡工作约定。三年共减免学费约￥22万
元，学生个人承担学费约￥3 . 8万元/年。
优秀生还可获得额外津贴及奖学金。读

书期间可合法半工半读。申请时无需提
供任何家庭存款等经济证明。

据官方统计，学生毕业后3个月内就
业率高达97%，薪金优厚，毕业起薪高达
人民币1-2万。更加利好的是，毕业生享
有新加坡优先移民政策！毕业后约3个月
即可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两年后可申
请公民,可达成全家移民！

2013年学院对中国学生开放3个系：
设计系、互动数媒系、工程系；共12个热
门专业：工业设计、空间及室内设计、视

觉传播、数媒设计 (动画/互动设计/游
戏)、数码视觉效果、电子/通讯/计算机
工程、机电工程、多媒体及信息通讯科技
等。

6月开始报名；7月30日北京考试；8

月下旬录取；与国内高考录取无冲突。另
外，其他新加坡政府奖学金招生信息，请
电话垂询。

学院官方中国常年招生总考点热
线：010-57730077。欢迎学生及家长来电
咨询报考！

情商是一种基本生存能力，它决定其他
心智能力的表现，不懂情商的人，其身心是
不健全的，情商是管理情绪的能力，拥有良
好的情商能够保持轻松的状态与和谐的人
际关系，在面对升学考试压力，挫折打击，突
发事件时，良好的情商是妥善处理压力与危
机的必备素质。

为什么说性格决定命运而不是学历或
者努力决定命运，可见一个人养成自信，善
于沟通的好性格好个性至关重要，给孩子一
套房子不如给他们一个好个性。卡耐基青少
年口才与交际班帮助青少年朋友上课积极
主动发言，竞选班干部，主持班会，组织活
动，学会演讲，制定目标，有更强的表现力和
自理自立能力。

很多家长很重视孩子学习成绩和音乐
美术等特长培养，这些固然也没有错，但是
走向社会以后我们才发现沟通能力很重要，
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也很重要，对自己有信
心也很重要，但是实际工作生活中很重要的
能力学校里面又没有专门的学习过，这也是
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

孩子学习成绩好，有好的发展关键在于
孩子喜欢学习，积极主动，养成好习惯，卡耐
基青少年情商与个性养成班注重培养孩子
的积极学习的态度，学会学习，学会思考，自
己管理自己的时间，主动学习。课程围绕提
升自信，沟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创新思维

能力，侧重学员自己上台分享和练习，在教
练的指导下用新习惯取代旧习惯，帮助大家
轻松应对压力，获得好个性好成绩。

数以千计的学生因为卡耐基的训练变得
更有信心，学习更有效率，性格更开朗，在学校
表现更突出，我相信您的孩子一定也可以。

济南卡耐基在济南八年如一日，帮助职
场人士提升沟通能力领导力，帮助青少年朋
友提升口才交际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他们
之中既有事业有成的厅处级干部，也有企业负
责人，当然更多的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有些
家庭一家三口都是卡耐基的学员，卡耐基培训
帮助大家生活更幸福，更快乐，更成功。

常年为山东大学MBA和全国新闻发言
人培训的白云鲁斌老师亲自授课帮您的孩
子实现从优秀走向卓越。

暑期报班 选对选精最重要

近日，一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新闻
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武汉一位望子成
龙的妈妈在近几年先后花费约12万
元为自己五岁半的儿子报了17个培
优班，因此被称为“最着急“家长。而
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在当今众多家
长人群中更是屡见不鲜。教育专家指
出，这种“快马加鞭”式的教育方式对
孩子自身，并无太大价值。

据了解，不少报班过多的学子身
上出现了一种“暑假中期综合症”的情
况：学生在培训班不学习，不能很好
融入学习环境。对此，济南新东方学
校赖寒建议，家长在帮助孩子报名之
前应该及时和孩子沟通好，避免出现

“一个愿打一个不愿挨”的情况，导致
得不偿失。出现这种问题一方面是由
于授课方式不适合，枯燥的教学使得
孩子感觉暑假毫无意义，就好似平时
学校上课一般，产生强烈的厌学情

绪，这需要讲课老师转变教学方式，
让课堂活跃起来。另一方面，家长报
班也要理智。避免出现盲目报班的情
况，要根据孩子的自身兴趣爱好，事
先与孩子沟通好，让孩子劳逸结合，
让暑假真正属于孩子自己，鉴于现在
很多教育机构对于后期退费操作的
限制条件，“坑班”现象中一旦孩子无
法去上课，那么退费问题可能会比较
麻烦，建议家长尽量避免出现这种“坑
班”现象。

暑假行程巧规划

家长应如何为孩子规划好暑假行
程，让孩子度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
国好暑假”呢？对此，济南新东方学校
校长赖寒介绍说，针对暑假期间较火
爆的班级课程，各教育机构大多会设
置两到三轮的课程，来满足大量学生
在不同日期对相同培训内容的需求。
例如：济南新东方学校相当一部分课
程，相同的授课内容在暑假期间是设

置了多个班级的，开课日期交错，方便
同学安排自己的空余时间报班学习。
再就是要是没有周期性课程设置的
安排，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
选择类似的培训班来满足自己的需
求，针对同一学员，往往会有多个班
级适合他来报班学习，并不是非要报
名一个班级不可。

此外，很多学生发现课程的设置
上与自身的实力水平不符合，有同学
实力明显高于课程的设置，有的同学
则跟不上节奏。赖寒介绍说，大部分市
场上的培训班均是根据学生实力水平
进行分阶梯式的教学，像是基础班、
强化班，甚至是冲刺点睛班等。学生
在选班之前可以和培训机构沟通，详
细咨询，并进行水平测试。根据测试
结果再选班。已经在上课的学生也不
必太着急，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将陌生
知识点协调好，不懂就问老师。暑假班
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种学校教育之外
的补充，通过暑假班，可以学到东西，
那就达到了目的。

暑假开始后，不

少在上培训班的孩子

身上出现了不能很好

融入学习环境、跟不

上班、注意力不集中

等情况。应该如何调

整孩子的情绪，如何

在 剩 下 的 暑 假 时 间

中，选择合适的培训

课程？专家建议，选对

选精最为重要。

在游戏中学习“交朋友”
情商训练“教”出孩子好人际

情商 自信改变人生

新加坡南洋理工7月来华招生

专升本全程全科辅导班/暑假班

最后优惠三天

汉语热全球升温

咱也该挣老外的钱啦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全国统考正在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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