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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补习文化课，家长累、孩子烦
孩子聪明，为什么总是考不出好成绩？

——— 探访山东正元教育培训学校聊城分校提高孩子学习能力的奥妙
暑假开始了，家长们谈论最

多的就是孩子上什么补习班的问
题。聊城的补习班也都用出了浑
身解数，采用各种方式招生。而山
东正元教育培训学校，自入驻聊
城以来，却以独特的教学理念受
到家长的欢迎。

经过正元教育培训学校培训
的学生，学习能力得到迅速提升，
学习成绩也随之迅速提高，正如
一位家长所说，正元教育好像对
孩子有着神奇的魔力。目前，山东
正元教育培训学校入驻聊城已有
半年时间，其培训方案到底有哪
些奥秘？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聊
城分校校长许校长。

记者：听说正元教育培训学
校自入驻聊城以来，立即在诸多
家长中引起轰动，请问正元教育
培训学校是一所怎样的学校？

许校长：山东正元教育培训
学校成立于2005年，位于美丽的

泉城济南。正元教育秉承“先能力
后知识”的教学理念，根据中小学
生成长特点，结合国内外各种先
进的教育理念，在大量教育实践
基础上，独创性开发的一套学习
能力训练方案，使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习自信心、学习自觉性和主
动性得到提高，注意力不集中的
状况得到改善，学习成绩大幅提
高。聊城的不少家长见证了正元
教育的神奇之处，自然就会在家
长中引起轰动。

记者：正元教育训练方案适
合哪些范围的学生？

许校长：正元教育旨在激发
学生大脑，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所有欲全面开发学习潜能，提高
学习能力的中小学生都可参与培
训。

记者：正元教育与普通暑假
培训班有什么不同之处？

许校长：俗话说，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目前很多培训班
只是简单的给孩子辅导课程，而
正元教育训练方案则是侧重于对
孩子学习能力的培养，教会孩子
掌握学习技能和方法，从根本上
解决孩子上课走神、写作业拖沓、
粗心马虎等不良学习习惯。

记者：正元教育学习能力训
练方案有哪些特点及优势？

许校长：正元教育学习能力
训练方案是由国家级心理咨询
师、耶鲁大学访问者、香港中文大
学研究生、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
孔令伟教授联合山东省实验中
学、山师附中及济南外国语学校
等有多年教学经验的十几位著名
教师研发而成。训练方案有以下
三个优势：1、设计的题型相对比
较容易，学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
完成规定的训练任务，容易激发
学生的自信心，只要坚持训练就
会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提高。
2、训练内容既能帮助学生纠正学
习中的不良习惯，又能提升学习
能力，巩固学生所学课本知识，进
而提高学习成绩。3、学生在上课
时要同时启用感官中的视觉和听
觉进行学习，学生经过正元教育
学习能力训练方案的训练，视觉
和听觉(注意力、分辨力、追踪力)
会得到大幅提升，上课时则会完
全听清楚和听明白老师所讲的内
容及知识点，也不容易走神，学习

效率及学习能力得到提高，学习
成绩想不提高都难。

记者：正元教育培训需要多
长时间？

许校长：我们的训练全程是
21天，每天上2个小时。为什么是
21天呢，心理学研究表明，21天改
变人的行为习惯，人的行为习惯
靠人的神经系统来支配。我们这
个课题应用了心理学、教育学、行
为科学、脑功能科学、神经系统科
学等理论，通过输入信息环节，整
合信息环节，输出信息环节，三个
环节，每一个环节环环相扣，通过
训练让孩子的内部控制、外部协
调系统更加畅通，尽而提高学生
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及心
理承受能力。帮助学生建立良好
的学习习惯及行为习惯。

记者：孩子的能力发展各不
相同，你们怎么授课？

许校长：孩子的个体能力发
展的确存在差异。我们的解决办
法是：首先是按能力排班，即在编
班上将能力发展水平相近、上下
不差2、3岁的学生编到一个班，其
次在训练中采取“共性训练，动态
个别化调整”的方法——— 所有的
孩子在能力训练中大的目标是一
致的，比如都需要提高专注能力，
都需要提高主动能力等等，这就
可以共性训练，而个体差异较为
突出的学生，则在训练中随时调

整训练目标、训练强度、训练要求
等，比如某一训练，从速度上张三
要求3分钟，而对李四则要求4分
钟，这便是“动态个别化调整”。

记者：经过正元教育培训方
案培训的学生效果都会很明显
吗？

许校长：我们这个方案运营
了十年，目前在北京西安都有分
校，如果没有效果我们不可能再
在聊城开设分校，正因为社会口
碑好我们才能得以持续发展。而
且我们培训了成千上万的孩子，
目前没有一个孩子是没有效果
的，而且有的孩子甚至是脱胎换
骨的变化，很多孩子能从中下游
冲到尖子行列。比如济南上期班
有个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来
我们这之前已经花了三万多块钱
进行一对一的文化课补习，就是
想考进济南外国语，结果没有考
上，家长搞不明白，为什么花这么
多钱也补不好文化课成绩呢，原
因在哪？结果到我们这来一看，原
来不是孩子笨，也不是她不愿意
学习，而是孩子在学习能力方面
出现了问题，所以孩子心有余而
力不足。这个孩子参加我们的学
习能力训练3天后，家长反馈说：
孩子一对一的辅导老师说，孩子
怎么突然开窍了，变聪明了，一点
拨就会。

(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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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比 知 识 重 要

正元教育暑期班第二期八月四日开班

老板电器开业35周年店庆之
际，为回馈广大新老顾客厚爱，举
行全国开仓放粮活动。8月17日上
午，济南站答谢会在南郊宾馆举
行，聊城市民可报名参加，活动当
天有专车接送。答谢会当天全额
交款的顾客均可参加现场抽奖，
奖品包括金砖、冰箱、洗衣机等豪
礼。

油烟机，对于每一个中国家
庭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厨房电
器。因为相较于西方人单调的饮
食方式，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更喜
好花样百出的烹饪：煎炒蒸炸。在
厨房设备投资和选用上，绝对不
能“畏手畏脚”，要选择大吸力的
高端吸油烟机，毕竟要为自己的
健康负责。

现在市面上，大吸力的高端
吸油烟机非老板莫属。老板吸油
烟机运用先进科技开创了极速洁
净新境界，从拢吸、强滤、速排、节
能四方面打造大吸力系统，保证
油烟吸得快、滤得净、排得尽，让
厨房完全告别油烟烦恼。

35年来，老板吸油烟机一直
持续保持着行业高端领导者的地

位，实现了16年销量第一的佳绩。
在大吸力油烟机市场，每卖出10
台大吸力油烟机，就有6台来自老
板。老板电器开创了中国版本的

“以核心技术”为基础的“高端产
业发展路线图”，成为了行业发展
的良性典范，并将引领油烟机行
业的持续发展。

在老板电器开业35周年店庆

之际，为回馈广大新老顾客的厚
爱，举行全国开仓放粮活动。8月17
日上午10：00-12：00，济南站答谢
会在南郊宾馆举行，答谢会当天，
全额交款的顾客均可参加现场抽
奖，奖品非常丰厚，包括特等奖1
名：送金砖；一等奖1名：豪华三开
门冰箱；二等奖3名：全自动洗衣
机；三等奖20名：高档铂金套锅。

老老板板电电器器3355年年庆庆，，全全国国开开仓仓放放粮粮
答谢会8月17日举行，聊城市民可报名参加

暑暑假假来来了了，，““散散养养””安安全全谁谁来来管管？？
假期成青少年意外伤害和违法犯罪高发期，“三不管”是主因

暑假来临，一些青少年迎来“三不管”的特殊时期——— 家里管不了，学校管不着，社会没人管。因此，每逢假期都成成为青少年意外伤害事
故和违法犯罪的高发期。本报联合茌平法院选取三个真实案例，希望能带来警示，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为孩子们织就一一张安全保护网。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王哲 谢翠翠

为了江湖义气

结伙抢劫同乡
17岁的小强是茌平县城一

中专学校在校生，家住农村的父
母为给他更好的求学条件，特为
他在学校附近租房。可小强偶遇
辍学在社会游荡的同学，见识
多彩社会后，没法专注学习，隔
三差五逃学，假期以在学校实
习为由留在县城，把出租屋当
成聚会玩乐据点。

很快，没有经济来源的他
们陷入窘境，为显示“江湖义
气”，小强提出，同乡小张在城
里上班，可去弄点钱花。于是，
小强等人拦住刚下班的小张要
钱，在其极力挣脱后追上去，将
其打了一顿，最终没找到一分
钱的几人悻悻离去。

案发后，几人被公安机关
依法逮捕，被检察院以抢劫罪

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查明后认
为，三人抢劫罪名成立，鉴于三
人犯罪时均未满十八周岁且抢
劫未遂，均予以减轻处罚。最
终，小强获刑一年缓刑一年零
六个月；小磊、小祥均获刑十个
月，缓刑一年零六个月。

【法官寄语】家长应经常与
学校联系，了解孩子学习、思想
动向，对其不良行为及时发现
预防。青少年正处在心理和生
理发育期，可塑性很强，如受到
外部条件不良诱惑和熏染，易
走向反面。家长和学校应培养
孩子法律意识，培养他们的判
断力，切莫让青少年因所谓“哥
们义气”而走上犯罪道路。

看电影学敲诈

24岁“三进宫”
小南虽年仅24岁，却已是第

三次违法犯罪，谈起“辉煌”过

往，竟流露出得意。2007年9月，
年仅17岁的他因犯寻衅滋事罪
被茌平县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一
年；20 0 9年 1月因犯故意伤害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1
年11月，出狱不到半年的他再
次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茌平
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 0 1 2年 3
月因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
刑二年。

受香港电影《古惑仔》影
响，还是学生的小南把电影里
的帮会老大“陈浩南”奉为偶
像，崇尚暴力。1 7岁被判管制
后，本就无心学业的他就此退
学。凭借一年管制和三年坐牢
经历，不思悔改的小南渐渐混
成“南哥”。2008年7月，“南哥”
叫上另一案犯小毛在茌平振兴
办事处小崔家中，谎称小崔曾
强奸其女友，是公了还是私了
相要挟，向小崔父亲勒索钱财，
小崔之父被迫答应给了其一万
元。

【法官寄语】父母忙于生计
疏于对孩子教育，缺乏与孩子
思想沟通，基本放任了孩子成
长。即使发现孩子做错事后也
不 耐 心 教 育 ，而是对 孩 子 训
斥、打骂等粗暴惩罚。不科学
的家庭教育方法，是导致青少
年产生心理和行为偏差并走
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原因之一，
父母应处理好严格管理与适
度教育的关系，从小培养孩子
法律意识。

十岁留守儿童

外出被车撞伤
由于爸妈在外打工，十岁

的硕硕平时跟随七十多岁的爷
爷奶奶生活。终于放暑假了，爸
妈答应暑假最后一个月接他去
打工城市玩，但要先完成作业。

硕硕克制着爱玩的天性抓
紧赶作业，“牺牲”午觉时间，骑

上家里的大“金鹿”，与小伙伴
们穿梭在乡间小路上，你追我
赶地“飙车”。有一天，硕硕决定
独行，去邻村小伙伴家串门，不
料出村口横穿国道时，与一辆
外地重型特殊结构货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硕硕受伤，住院治
疗一个多月，本应快乐的假期
在病痛折磨中度过。长辈们为
此后悔不已。

【法官寄语】本案原告硕硕
虽通过诉讼保护了自身合法权
益，但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在
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爷爷奶
奶大多年老体弱无力看管，留
守儿童基本处于安全真空地
带，使他们遭遇交通事故的可
能性大大上升。即使在城里，
暑期家长无暇顾及孩子，也使
得孩子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出 行 安 全 缺 乏 保 障 。再 次 提
醒，家长们再忙也别忘了照看
好孩子。( 本文所涉人物均为
化名)


	L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