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耀耀华华““最最牛牛学学生生””获获77所所名名校校录录取取
家长可于本周六到耀华学校课程说明会上了解详情
专刊记者 王伟凯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近年来频传佳绩，继元同学获得
7所世界知名设计学院优先录取之后，曹同学又同时获得美
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戴维斯分校的录取，让很多想出国
留学的学生和家长羡慕不已，为何耀华的学生能获得如此优
异的成绩？7月17日，记者走进耀华国际教育学校进行采访。

“以前父母反对我选择美术
专业作为我的大学主修方向，现
在他们非常高兴地开始支持我，
我很幸福。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比我还高兴，真诚地为我祝福，在
这里我想感谢他们，也感谢学校
能给我提供这么好的环境，帮我
实现了理想！”烟台耀华国际教育
学校的元同学获得7所世界知名
设计学院的优先录取后如此感
慨。元同学是耀华学校国际高中
部的学生，从初中起就对艺术设
计充满兴趣，家长开始不理解，坚
持为她“设计”其他名牌大学的热
门专业，但是耀华的老师经过与
元同学不断地沟通后，发现其对
艺术专业执着的热爱，从而开始
注重她艺术方面的培养，帮助她
准备申请世界知名艺术类院校的
各种材料，从选修课程到语言准
备，从院校的选择到作品集的筹
备，无不渗透着耀华老师一点一

滴的努力。最终，元同学以优异的
成绩获得了7所世界知名艺术院
校的优先录取，更获得部分院校
颁发的奖学金。

近日，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
校的曹同学同时拿到了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戴维斯分校的
录取通知书。曹同学说，之所以能
顺利通过“洋高考”，与耀华学校
的教育理念和学习环境密不可
分，“耀华的老师很细心，由于是
小班授课，老师有充分的精力关
注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这让我
们有充足的时间与老师交流，能
够从老师身上学到更多知识。”

与元同学和曹同学一样，烟
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的学生都深
深感受到了该校“全人教育”模式
的益处。“我相信你们在座的每个
学生都是天才，可能每个人擅长
的方向不同，有的擅长体育，有的
具有音乐天赋，有的爱好自然科

学，有的对设计创意情有独钟，但
是请记住只要你关注自己内心的
方向，并为之努力，你们都是天
才。”这就是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
校一堂普普通通的课堂上，老师
下课前对学生的寄语。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负责
人告诉记者，善于发掘学生的潜
能并鼓励其全面发展，正是耀华
提倡的“全人教育”精髓所在，耀
华不仅要求学生有优秀的学业成

绩，而且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 学生们不仅可以和外教讲
流利的英语，还可以熟练地演奏
小提琴、钢琴、古筝、萨克斯等乐
器；运动场上经常留下学生们与
专业的体育外教切磋篮球等体育
技能的身影；学生们在老师的指
导下组织各种社团，极大地锻炼
了领导力及团队协作能力。在烟
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来自十余
个国家的百余名教职员工，在带

给孩子精彩未来的同时，也还给
孩子一个快乐童年！

为了让更多家长了解详情，
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定于7月20日
(周六)上午9点半在校内(开发区
天山路9号 )举办暑期课程说明
会。学生和家长可参加此次说明
会，了解与传统公立学校不同的
国际教育情况和信息。
更多详情可拨打本报电话咨询：
0535-6791397

330000多多家家长长听听台台湾湾专专家家讲讲幼幼教教
天才宝贝幼教讲座圆满结束

专刊记者 王伟凯

7月14日上午，由烟台天才宝
贝举办的“优质父母的教育观：
关键时刻做对关键事”公益讲座
在滨海假日酒店开幕，烟台300多
名家长到场聆听了台湾著名教
育专家唐一安讲授的关于如何
在孩子关键期培养能力的讲座。

讲座伊始，台湾著名教育
家唐一安教授以自己的女儿为
例，讲述了他作为父亲是如何
教育孩子的，并通过诺贝尔奖
中的“犹太现象”等大量实例，
让家长们明白了孩子的能力培
养才最重要。并向家长们讲解
了孩子能力培养的关键期该如
何教育，通过培养孩子的自律、
知识整合、合作交往等各种能
力，让孩子们拥有独立解决问
题的能力。

“唐老师讲的课真是让我们
受益匪浅啊，今后我们一定要多
注重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培养，只

有这样才能让孩子长大后能更
好的适应学习生活及社会生活，
成为同龄孩子中的佼佼者。有机
会我们也会去天才宝贝了解下，
看看他们那对孩子能力是如何
培养的。”听完讲座后，于女士向
记者感慨道。

记者了解到，在幼儿能力培
养 方 面 ，全 球 幼 教 领 导 品 牌
FasTracKids天才宝贝一直有着

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天才宝
贝全球化的幼儿MBA培训课程，
在孩子3-6岁便培养出知识整合
能力、领导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沟通能力、创造力和全球化视野
这六大核心能力，让孩子在未来
成长中获益一生，此次天才宝贝
烟台芝罘中心举办的公益讲座，
让烟台的家长们对孩子能力培
养有了更加深入了解。

美美国国名名校校面面试试会会2211日日举举行行
学生可到北马路三水大厦10楼1006参加

近日，“高考状元流失”成为
了网上热门话题，有媒体保守估
计，状元们出国留学的比例高达
60% ,而美国因其丰富的教育资
源、先进的教育理念成为第一留
学目的国。为助力烟台学子，华
兹华斯(烟台)国际教育特邀美国
四所名校来烟，7月21日上午9:00

将芝罘区北马路三水大厦10楼
1006室举行美国名校招生面试
会。

现场面试全美顶尖名校

参加本次面试会的美国名
校有鞍峰山谷基督中学、特拉华
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据了解，
鞍峰山谷基督中学位于乔治·华
盛顿的故乡费尔法克斯郡，在校
人数为800人，最大的优势是高中

课程已经受到加州大学的认证；
特拉华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在全
美排名75，全美公立大学排名31，
有来自92个国家的1000多名国际
学生且80%的研究生可以获得奖
(助)学金，是美国最古老的一流
大学之一,其商科、化工、化学、生
物化学等专业最为著名。弗吉尼
亚理工大学在全美排名71，公立
大学排名30，是全美最强四大理
工院校之一，被《Newsweek》评鉴
为前30名的最佳公立大学，是一
个学术风气及研究气息极佳的
学校；威斯康星大学创建于1848

年，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大
学，全美大学排名42，其工程、计
算机、经济学、工商管理和社会
学闻名于世。

与美国名校零距离接触

据华兹华斯留学专家介绍

学生通过本次活动可对大学申
请流程有一个直观认识 ,能够更
好定位自己的申请范围；更好地
了解美国名校招生规则；对申请
美国名校所需资料有一个更清
楚认识和了解。另外，预约评估
可获赠华兹华斯教材研发中心
主任徐西坤词汇专著一本:《新说
文解字-细说词汇词根词源》。学
生通过评估后还可以签约华兹
华斯，可免院校申请费。

据了解，参加本次面试会的
面试官有鞍峰山谷基督中学中国
唯一指定招生代表Jill Wu；特拉华
大学中国招生代表Alexa Liu；弗
吉尼亚理工大学中国招生代表
Cady Ga；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中国招生代表Arthur Wang。此
外，特别提醒前来参加面试会的
同学尽可能详细的展示自己个人
优势,可以携带成绩单、语言成绩、
作品集、获奖证等。

专刊记者 王伟凯

7月13日，本报几十名小记
者冒雨来到了位于振华国际的
炳晓沙画艺术中心，在音乐和
灯光中了解了沙画的神奇与魅
力。一进门，小记者们便被一个
个方形的台子吸引了，台子上
铺着一层细沙，亮着各色灯光。
炳晓老师在台子上用沙子迅速
画着一幅幅图画，有山、有水、
有花、有草，简单几下就画出了

一幅生动的风景画。看到沙画
如此神奇，小记者们也忍不住
动手画起来，炳晓老师边画边
教小记者们沙画的几种画法以
及撒沙的手法。从简单的大雁、
太阳、小花到复杂的长城、山
水、树林到最难的人物肖像，炳
晓老师一一教给小记者们。看
着沙子在炳晓老师手中不断地
成为各种图画，小记者们感到
十分新奇，一个个忍不住动手
实践了起来。

小记者在假期学习做沙画

小记者们在跟炳晓老师学沙画。

唐一安在给家长们讲幼教。

烟台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的毕业学生。

高职招生会26日举办

考生可免费领门票

记者 刘清源

高考过后，最受家长、考生
关注的就是各批次的志愿报考
的信息。为了服务烟台考生，由
本报主办、山东工商学院意大
利留学独家冠名的山东高考招
生咨询会(烟台)专科高职院校
大联展将在7月26日开幕，即日
起考生及家长可到本报指定的
两处地点领取门票，凭门票免
费入场。

本次高考招生咨询会(烟
台)专科高职院校大联展参展
学校来自省内各本、专科、高职
类的院校。联展将于7月26日
(周五)9:00-14:00在芝罘区滨海
北路128号烟台滨海国际酒店2

楼(邻近第一海水浴场)举行。
本报高考招生咨询会专科

高职院校大联展将帮助烟台考
生合理填报志愿 ,为考生及家
长与招生院校搭建一个权威、
快捷的交流平台。各院校负责
人将现场答疑解惑 ,详细解答
今年招生形势 ,把脉高考志愿
填报 ,让烟台考生顺利升入理
想院校。

领票地点一：芝罘区环山
路3号润利大厦1509，领票电
话：18663859690。(可乘59路、82

路、61路)烟台图书馆站点下车
领票地点二：莱山区工商

学院西校区9号楼国际交流学
院 2 2 0 3，领 票 电 话 ：0 5 3 5 -
69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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