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新世纪拍卖行有限公司

司法拍卖公告
受莱西市人民法院委托，定

于2013年10月17日上午10：00对以
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厅以互联
网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烟台市世青路323
号内5号烟房权证芝字第E169513
号房屋(面积103 . 35平方米)，起拍
价53 . 742万元，竞买保证金为11
万元。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地点：自
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
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1、竞买人应在2013年10月16
日16时30分前携保证金凭证(到
账为准 )及有效证件(个人持身份
证，单位持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
证原件和复印件)到青岛产权交易
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竞
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2、与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
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者其他优

先权人应及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
未办理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3、交纳保证金账户(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专用账
户):收款单位：青岛产权交易所；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 岛 分 行 营 业 部 ；账 号 ：
532902874410666
四、特别说明：以上房屋如有租
赁或住户自行清迁，过户所产生
的所有费用由买受人承担。
五、联系方式：拍卖公司地址：青
岛市崂山区泉岭路8号中商国际
大厦31楼
电话：0532-85889377

18678998355林经理
青岛产权交易所地址：青岛市崂
山区银川东路9号(崂山区人力资
源大厦)
电话：0532-66718925

0532-66718926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莱西法院
0532-83109375

山东新世纪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3年9月10日

本月14日-15日由全国最大的
企业咨询培训服务公司聚成股份烟
台分公司举办、中国十大行销讲师
之一张开荣主讲的《一流员工 一
流企业》大型公开课将在凤凰山宾
馆盛大举行。

如何成为一个一流企业？那需
要一支一流的员工队伍。

如何打造一支一流的员工队
伍？那需要对员工进行职业化塑造。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
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地创新，基
础管理的创新尤为重要。很多老板
都面临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员工
在工作中常缺乏责任心，不能贯彻
上司意图？为什么个别老员工没有
动力不思进取？为什么员工做事打
折扣借口一大堆？如何才能让他们
在工作中更好地完成任务，从普通
走向优秀，甚至卓越？——— 那就应该
学习，帮助每个职场的员工重塑自
我，实现二次腾飞是每个企业老板
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流员工 一流企业》课程从
根本上消除工作打折扣现象，消除
员工的抱怨心理树立积极心态；充

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能动性；使
员工从过去的“要他做”变成“他要
做；激发员工与老板心灵交融的情
感互动；激发员工“爱自己、爱家庭、
爱领导、爱社会、爱工作”的感恩的
心；帮助员工提升执行力、学习力、
行动力，彻底杜绝借口，让每一位员
工成长为充满激情与活力的、为领
导分忧解难的优秀员工。
主办单位：聚成股份烟台分公司
会议时间：2013年9月14日-15日
会议地点：凤凰山宾馆莱山会堂(烟
台市莱山区桐林路19号)

咨询电话：0535-6688726

讲师介绍：

张开荣
中国十大行销讲师
中国营销协会理事
中国店长培训第一人
香港丽榜学院院长
杰出职业经理人
张开荣老师担任过多家企业的

管理顾问、董事长、总经理，可谓身
经百战，集理论与实务于一身。曾服
务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尔集团、青

啤集团、平安保险、中国人寿保险、
中国招商银行、中国电信等多家大
型企业。课程通俗易懂、经验来自体
验、实务结合理论，幽默诙谐。从组
织和管理者两个层面着手，围绕管
理者的管理职能入手，按照“理念、
概念、方法、工具”的设计思路，循序
渐进。结构设置与经理人日常管理
工作结合紧密，课程工具性强，每个
模块均有具体的工具或模板相配
套，使培训目标更易达成。

聚聚成成大大型型公公开开课课本本月月来来烟烟盛盛大大开开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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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教师节·师生情

一一上上午午采采访访，，老老师师没没顾顾上上说说话话
辅读学校的老师两人带一班，一天9小时围着孩子打转

本报9月9日讯 (见习记者
阳佳 ) “一二三，木头人，不许
动！”9日上午，在辅读学校小操场
上，贺老师正带着班里的9名孩子
上体育课。这些孩子已经六年级
了，体育课的内容是玩丢手绢。

“游戏我教了两节课，现在
都会玩了。”贺老师说。记者看到
在整个游戏中，贺老师要不停地
维持秩序，“好孩子，快蹲下”“咱
们围成圈儿，手拉手”……

一上午的采访中，记者并没
能和贺老师说上几句话。体育课
结束后，她领着孩子排队上厕
所，大家洗好手后，又排队去教
室。在教室里，贺老师让另一名
老师看着学生，她则提着水壶下
楼给孩子们打水拿饭。

在给孩子打水和提饭的间
隙，贺老师终于有空和记者说几
句话。“耐心、耐心、还是耐心！”

提到学生，贺老师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如此。她说，这里的孩子以
中重度智力障碍为主，在沟通和
教学上，必须要照顾到每一个孩
子的理解能力。除了说话语速
慢，用词浅显，还需要不断地讲
解。“你要有耐心，要有耐得住你
说一万遍孩子也不懂的心。”

校长衣文玉介绍，学校实行的
是包班制，两个老师负责一个班。
因为孩子比较特殊，上课时必须要
有助教帮忙维护秩序、处理各种问
题。一天的课程中，两个老师轮流
上课。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4点半放
学，老师们必须时刻保证孩子们在
自己的视线范围内。

“早上7点半前到校，打好开
水，扫好地，一天就这么开始了。”
杨克霞是六年级一班的老师，她已
经在辅读学校工作了25年。每天学
生的吃喝拉撒，甚至康复训练，都
是她的任务，“虽然辛苦，但看到孩
子有一点进步都是非常开心的。”

杨克霞说，有一天自己感冒
了，趴在桌上，一个孩子就把衣
服拿过来，很笨拙地披在她身
上，“那一刻我真的特别感动。”

时光荏苒，你还记得印象最深、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吗？也许他们很年轻，是个“90”后，上了讲台是
老师，下了课就是姐姐；也许他们是工作了20多年的老教师，但对待每个学生仍然给予妈妈般的关怀；也
许他们是个威严的校长，但特立独行的教育方式让学生铭记多年。

编
者
按

“相比老教师，我们可能更
能和孩子们融合在一起，上课
的时候有威信，下课了和孩子
们一起玩‘贴膏药’。”来自双语
实验学校的老师薛玉霞说，虽
然是“ 9 0后”，但她将要度过自
己的第三个教师节。记者采访
发现，作为新一代的年轻教师，
这些在常人眼中还是“孩子”的

“ 9 0后”教师，和“0 0后”学生们
凑在一起也发生了很多感动和
有趣的故事。

来自双语实验学校的车文秀
宇也是“90后”老师，但在学生眼
中却是个“大人物”，课堂上嗓门
大，最后排的同学都能听得清清
楚楚；下了课却成了“大姐大”，陪
着孩子们玩各种游戏。车文秀宇

一直在一年级当副班主任，刚开
始的时候到了她值班还得挨个哄
孩子们睡觉。

因为是寄宿制小学教师，除
了负责孩子们的学习，老师们还
需要负责孩子们的生活，“上周有
个孩子犯了哮喘，晚上10点半背
着他去看医生，到了半夜才睡觉，
感觉跟孩子们都是亲人了。”薛玉
霞说，好像已经体验了当妈妈的
感觉。

课上她们是老师，课下她们
是“大姐大”，很多孩子课下都称
呼她们“姐姐”，所以孩子们有什
么心事也都愿意跟她们说。“假期
去哪里玩了，或者是和谁闹了小
矛盾，都和老师说。”

本报记者 林宏岩

“90后”碰上“00后”

上课是老师，下课当“妈妈”
本报 9月 9日讯 (记者 林

宏岩 ) “你把手腕放在嘴巴前
面，看看这个发音要发出什么
样的气息？”9日下午2点，在烟
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四年级教室
里，班主任冯莎莎正纠正学生

“C”的发音。因为聋哑学生难以
清楚地分辨很多发音，冯老师
只能用其他方式来教孩子，比
如像“G”这样不容易分辨的发
音，需要用小镜子一个个地教
给学生。

上课之前，冯老师特地点了
名，为了防止学生们看清她的口
型，冯老师用书挡着嘴点名，记
者发现，尽管冯老师已经用了自
己最大的声音，但是同学们还是
听不清，“虽然有助听器，但是有
的字音还是很模糊。”班上只有

10名同学，点名花了冯老师5分钟
时间，因为时不时就会有张冠李
戴的情况出现，叫了这个同学的
名字，那个同学站起来。“暑假里
他们都不太和人交流，所以语言
能力会稍微退化。”

“学拼音对这些聋哑孩子是
比较难的，他们难以分辨出不同
字母的发音，单靠口型也不行。”
冯老师今年34岁，在2006年之前
在普通小学工作，2006年她正式
开始接触聋哑儿童，这两个经历
的对比让冯老师更能体会到给
聋哑学生授课的艰辛。

“虽然教普通小学生积累了
不少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对于聋
哑学生来说基本派不上用场。”
冯老师说，教拼音时特别有感
触。

除了拼音，还有就是各种词
汇，“比如说‘回头见’，我们知道
是以后再见的意思，但你跟他们
说，他们就会做出回头的动作。”
冯老师说，因为学生和外界沟通
少，对词汇的具象很不熟悉，词
汇和物体对不上号。老师们必须
耐心地告诉他们怎么发音，“可
以让他们用手语代替，但是这些
孩子将来需要独立生活，他们需
要与人沟通的能力。”

“这些孩子的家庭条件相对
比较差，有的父母也是聋哑人，
所以前一天布置让准备本子，第
二天孩子们肯定大部分都没准
备。”在冯老师的抽屉里，放着各
种各样的笔和本子，说不准哪天
就有孩子来要文具，她都得替孩
子们准备好。

1100个个孩孩子子点点名名，，花花了了足足足足55分分钟钟
聋哑学校老师上课，教拼音要准备小镜子

9日，一名特教老师正在教孩子拼积木。 见习记者 阳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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