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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教育培训

本报泰安6月30日讯(记者
白雪 ) 暑假即将来临，不少家
长反映孩子还没返校拿成绩，
就已经玩疯了。同样是玩，为何
不让孩子玩得更有意义一些？
本报联合小白杨推出军事夏令
营，将让孩子们接触一个不一
样的夏令营，还等什么，快来报
名吧。

“我家孩子已经沉浸在无
拘无束的假期生活中，时间由
自己任意支配，晚上很晚都不
肯去睡觉，早上迟迟不愿意起
床，不帮父母做任何家务活。整
天在家玩电脑，对学习也毫无
兴趣。”一位家长来本报咨询小
白杨军事夏令营时说，他觉得
现在的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提高
成绩，而是提高综合的能力。

记者了解到，大多数家长
在强调学习成绩重要性的同
时，却往往忽视了孩子综合素
质能力的培养。“孩子自理能力
很差、依赖性很强，而且自私缺
乏责任感。”家长抱怨这些事情
时，该反思一下，你为孩子提供
了什么样的机会让他去克服弱
点。孩子需要适当的机会和条
件，让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实
践去获得快乐，在拓宽视野、经
历挫折、聆听感恩励志教育后
取得成功，让他们坚信只要有
付出就会有收获。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去
亲身实践，亲身品尝失败的滋味
和成功的喜悦，这种经历孩子很
难忘记，这种经历在孩子成长的
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门课程。

对于生活在“蜜罐”里的孩
子来说，参加军事夏令营无疑是
一种挑战——— ，敢于把孩子送去
军事夏令营，也是家长对自我的
一种挑战。

在这短短的军事夏令营期
间，会与原本不认识的同学相互
认识，并且要做到互帮互助，团
结一致，要从原本懒懒散散的暑
期生活中脱离出来，参加严格训
练，接受阳光的洗礼，面对种种
的考验。

本报联合“小白杨”举行的
军事夏令营是针对青少年精心
打造的以军事体验、素质拓展、
心智教育为主题的军事夏令营
活动。

是将“军”、“教”、“游”、
“学”四要素完美结合，并融入

富有挑战性的军事拓展及野外
生存课程，培养营员吃苦耐劳、
坚韧不拔的优良作风，让孩子
像小白杨一样坚强、坚韧、果
敢、挺拔。

此次夏令营突出学生思想
品德和军旅生活的养成教育，强
调对学生体能、心智和自救互救
技能的训练，今年，精心设计了

“四地五营”。有在泰山的6天夏
令营、泰山14天军事夏令营、烟
台长岛军事夏令营、北京励志研
学营和北戴河心灵成长夏令营，
家长和孩子们可以一起选择想
去的地方。

小白杨军事夏令营的负责
人说，夏令营执行军人一日生活
制度，内务卫生制度，可以培养
孩子良好的生活自理习惯，通过

深入进行军事体能训练结合军
事文化课堂的方式，培养自控能
力，锤炼孩子坚强不屈的品格，
磨练毅力，塑造孩子坚毅刚强、
果敢决断、自觉守纪的军人品
质，引导学生树立敢于面对困难
和战胜困难的自信心。

结合军事拓展训练增强学
生抗挫能力，提升自信能力、适
应能力。通过教官、培训师和心
理辅导老师的沟通，使孩子对父
母、对老师、对社会有感恩之心，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会突然“长
大了”、“懂事了”。

古人云“读万卷书，不如行
万里路”。2014军营的号角已经吹
响，入驻军营，让孩子成为一名
军旅小兵，在磨练中蜕变成长
吧。

高高考考后后免免费费出出国国留留学学

只只要要有有梦梦就就能能实实现现

随着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一年
一度最让高考学生和家长兴奋与纠
结的时刻又到了。社会的发展让高考
不再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唯一魔法
棒，但高考后的选择却影响着孩子整
个人生的发展方向，抉择的科学合
理，甚至比考个好的成绩还重要。

每年学生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扰，
是选择国内一个自己不太理想的专
业和学校，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
好选择出国深造？举棋不定或鱼和熊
掌兼得的想法往往让大家失去一些
机会。

说到出国，很多人也能知道它的
好处，除了能学习世界先进的知识和
技能外，最主要的是锻炼了自己、丰
富了人生经历，拓展的发展路子，国
家吸引优秀海归生的优惠政策也十
分诱人。

然而原有的一些错误观念往往
让大家谈“留学”色变，认为那一定是
需要很雄厚的经济基础。其实，现在
世界大门都打开了，各国都在吸引人
才，很多政府、学校甚至集团奖学金、
助学金的设立让优秀的学生没有了
经济压力，同时，对于普通的学生也

有很多半工半读的项目，让他们完全
有能力在极少的经济支持下顺利完
成学业。

泰安市长城路国山中心B座401

山东工商学院国际交流学院泰安办
事处的张老师介绍，目前意大利政府
与中国教育部签署的两个免学费项
目，就是针对高考后的普通学生，只
要你有梦想就有机会与名校结缘。

另外，美国教育司发起的全球教
育扶持计划下的高额奖学金项目，让
美国留学不再高不可攀，每年最低仅
需要8万人民币。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语
言成绩，很多家长认为没有语言成绩
就不能申请出国，诚然，语言是出国必
备的，但不是说没有成绩就无法申请，
对于一些能力可以的学生完全可以申
请，语言和专业同时录取，学生到了国
外语言过关后直接进大学，无须另外
申请。

选择大于努力，高考后的选择又
尤其重要，对于一些有想法的学生和
家长，建议尽早去一些专业教育咨询
部门好好了解下国内外教育的信息，
为孩子的起飞选好跑道。

(白雪)

本本报报推推出出暑暑期期
夏夏令令营营四四条条线线路路
现在打电话报名可优惠200元

四条线路可供选择

中外教全程陪同

本次推出的四条线路为爽爽的贵
阳、青青内蒙古、凉凉哈尔滨和东方好
莱坞 ,除了游学营外 ,还有学习营可以
供大家选择。

游学营:外教DIMA带着学、玩、教
孩子们独立。

在贵阳 ,学生们可以一起游览黔
灵公园、南江大峡谷、西江千户苗寨、
黄果树瀑布和甲秀楼 ,第一期在7月7

日-7月11日、第二期在8月4日-8月8日,

价格为5880元。
在内蒙古 ,可以参观希拉穆仁大

草原、响沙湾、哈素海、内蒙古大学及
伊利工业园 ,第一期在7月14日-7月18

日 ,第二期在8月11日-8月15日 ,价格 :
4980元/人。

在哈尔滨 ,可以参观圣索菲亚教
堂、中央大街、太阳岛公园、哈尔滨极
地馆、伏尔加庄园、童话园、大临海风
景区、东北虎园林。第一期在7月21日-
7月25日,第二期在8月11日-8月15日,价
格:5880元/人。

在横店,可以残垣游览明清宫苑、
清明上河图、梦幻谷、秦王宫和西湖。
第一期在7月28日-7月31日,第二期在8

月18日-8月21日,价格2280元/人。
此外,在7月12日到7月21日,8月9日

到17日还有两期学习营供大家选择 :

封闭营地学习。有全外教听口营、阅读
词汇营和小升初营。

现在,可拨打本报电话18653881019

咨询,凡是报名游学营可享受200元优
惠,报名学习营可以享受100元优惠。
四个游学点独具特色
让人流连忘返

贵阳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是贵
州第一胜景 ,中国第一大瀑布 ,分布着
雄、奇、险、秀风格各异的大小18个瀑
布 ,形成一 个庞大的瀑布“家族”,被
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世界上最大的
瀑布群,列入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黄
果树大瀑布是黄果树瀑布群中最为壮
观的瀑布 ,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从上、
下、前、后、左、右六个方位观赏的瀑
布 ,也是世界上有水帘洞自然贯通且
能从洞内外听、观、摸的瀑布。

内蒙古的希拉穆仁草原,位于呼和
浩特以北100公里。希拉穆仁草原,俗称

“召河”,“普会寺”为呼和浩特席力图召
六世活佛的避暑行宫 ,建于乾隆34年
(1769年),雕梁画栋,颇为壮观。希拉穆仁
草原是典型的高原草场,每当夏秋时节
绿草如茵,鲜花遍地。近年来当地政府不
断的投资建设,接待设施相当完善。成为

著名的内蒙古草原旅游点
哈 尔 滨 的 哈 尔 滨 极 地 馆

(hrbpolarland),位于中国黑龙江,是世界
首座极地演艺游乐园 ,哈尔滨国际冰
雪节四大景区之一 ,国家4A级旅游景
区 ,中国唯一一家以娱乐表演为主题
的极地馆。这里有“极地鲸灵炫乐团”
完美钜献 ,世界各地著名极地动物明
星,有世界顶级的七大主题表演；还有
世界唯一的极地白鲸水下表演 ,中国
第一美女驯养师与白鲸米拉共同演绎
了打动世界的梦幻传奇——— 海洋之
心；更有世界首只诞生于内陆城市的
南极企鹅曼波 ,它是充满奇思妙想的
快乐天使,是哈尔滨城市旅游吉祥物；
而且 ,中国最酷的北极熊兄弟堂吉与
诃德、魔法达人海狮比利以及他的海
狮明星团队 ,也会为游客呈现一场奇
幻的极地演艺盛宴。

横店的梦幻谷是横店景点之一 ,

位于横店影视城原文化村景区内 ,与
江南水乡景区并为一体。梦幻谷景区
包括梦文化村、横店老街、江南水乡、
水世界四大区域,以火山爆发、暴雨山
洪等各种自然现象及自然风貌展示为
主 ,配以各种游乐设施和演艺活动等
内容。拥有“雨林城堡”、“人猿之家”、

“鹰王神瀑”、“风尘雅丹”、“金色胡杨”
等景观,均以神秘奇幽见长。

全程飞机往返

不同于旅行社线路

有的家长问 ,“为什么价格这么
贵”?济南新东方老师说,“我们外教全
程陪同 ,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学习我们
的中教配比也很高 ,交通工具是飞机
往返 ,住的酒店在三星级以上 ,而且使
我们为营员精心制作的线路 ,完全不
同于旅行社的任何一条线路。每一条
线路的性价比会非常棒 ,孩子的吃住
行等都会有一个全面升级。”

带团的老师都是新东方泡泡的专
职教师,至少带团2次以上,有丰富的带团
经验。25个孩子配备一个外教,三个中教,

一名当地导游,相当于1个老师看6个孩
子,有专职司机接送,确保孩子安全。

有的家长担心孩子无法自立 ,想
再交一份钱去 ,但是在本报与新东方
合作的夏令营是不可以的,“我们让孩
子出行的目的就是离开父母独立成
长 ,孩子自己出游对自己的锻炼是多
方面的。我们的老师一定会像亲人一
样照顾好您的孩子 ,随时微博直播您
可以随时看到自己孩子的情况 ,您担
心孩子的心情我们理解 ,我们一定好
好照顾孩子 ,几天后一个全新的宝贝
归来。”

本报联合济南新东方推出少儿泡泡夏令营,在本报报名的学生可享受
200元的优惠。本次夏令营无需家长陪同,中外教会全程陪同,每个老师看6个
孩子,全方面锻炼孩子自立能力,培养团队精神,还等什么,快来报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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