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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成
绩下滑，让家长非常头疼。这种现象
往往出现在小学四五年级和初中，
有的孩子小学成绩还可以，可是自
从上了初中，成绩开始下滑。

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学习环
境或者心理变化造成的，其实不是
的，主动学习意识差和自学能力不

足才是导致孩子成绩下滑的根本
原因。因为随着年级的增长，学习
对孩子的要求发生了变化，要求孩
子从被动学习逐渐转变为主动学
习。小学四年级前只是简单的模仿
和重复，是被动学习，而四年级后
特别是初中需要主动学习，需要有
自学能力。

是什么因素导致孩子缺少自
学能力呢？是自控力，自控力差的
孩子自学能力就差。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孩子
自控力差呢？一种儿童常见病是造
成孩子自控力差的罪魁祸首，这个
病叫注意力缺陷多动综合症，俗称
多动症，就是家长常说的注意力不

集中。这个病最大的特点是会造成
孩子自控力差，孩子无法控制自己
的行为和思维。

如果孩子有注意力不集中的
症状，并且学习成绩差或者出现成
绩下滑，家长必须尽快给孩子进行
治疗和纠正，否则不但严重影响学
习，还可能会留下后遗症：心理自

卑、性格孤僻、工作困难！
注意力不集中的表现：聪明伶

俐，成绩低下；做作业慢，边做边
玩；上课听讲，心不在焉；平时会
做，考试做错；能说会道，丢三落
四；思想超前，行为幼稚；被动学
习，不求上进；沉迷电视，游戏成
瘾。咨询电话：0635-8265809

揭揭秘秘：：孩孩子子的的学学习习成成绩绩为为什什么么会会下下滑滑

美美法法高高中中生生来来聊聊城城三三中中学学习习交交流流
吃住都是在聊城学生家中，感受浓浓中国文化

15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纽
顿中学11名来聊城三中进行
访问的高中学生，相继赶到作
为三中分校的东昌艾科学校、
东昌凤凰学校，通过英语对
话、课程共享、游戏运动等形
式，进行全方位的学习交流。

不仅是这11名美国高中
生，最近这几天还有来自法
国ALAIN高中的31名师生到
访三中。在聊期间，他们不仅
要进行学习方面的交流，还
全部住进了聊城学生的家
中，通过全天候接触来感受
浓浓的中国文化。

美国朋友进课堂

有说有笑成朋友

听说上午有来自美国的
高中生来学校交流学习，东
昌艾科学校学生一大早就忙
碌起来，主要是筹划着如何
跟这些外国朋友进行交流。
虽然外国学生到校交流已经
很多次，但这批美国高中生
还是头次见面。

上午8点20多分，载有美
国 高 中 生 的 大 巴 车 驶 进 校
园。11名美国高中生一下车，
一曲节奏欢快的“小苹果”集
体舞就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大家呼喊着加入舞蹈队伍。
没有更多组织，舞蹈一结束

大家就在教室外自主交流起
来。虽然在场的东昌艾科学
校学生大都才是初一，但双
方不少学生交流无障碍。

他们除了互相问候外，
还讨论起各自的学生情况。
时间不长，双方不少学生就
成了好朋友。在东昌艾科学
校一些学生的建议下，有的
引导美国朋友进教室参观，
有 的 则 一 块 玩 起 了 篮 球 游
戏，现场的热烈气氛让人难
以相信这竟是两国学生的首
次见面。

在东昌凤凰学校交流环

节，同样是由学生主导，中国
初中生与美国高中生交谈起
来，竟将老师“晾了起来”。在
初一一班，一位小女孩甚至
还送给美国大姐姐一个精心
制作礼物——— 她画了一幅传
统中国画，并在画上用英语
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用
汉字邀请对方今后常来中国
玩。虽然在两所学校交流时
间都不长，可双方不少学生
都成了好朋友，除了给对方
签字留念外还互留了联系方
式，并约定今后定期通过电
话或电子邮件联系。

你来我往的交流

让不少学生受益

看到大家交流时的精彩场
景，带队来中国进行交流的美
国纽顿中学数学教师凯西·布
莱梅非常高兴。她表示，虽然中
美双方教育方式存在差异，可
学生感受到了很大的收获。

不仅是凯西·布莱梅，东
昌凤凰中学的负责人同样有
这种感觉。据其介绍，作为一
个高起点的私立学校，虽有外
语教学环节，可像这样面对面
与外国学生的交流还是非常
必要的，不仅是语言方面的交
流，还有接人待物等其他很多
方面。

据聊城三中党委书记田凤
奎介绍，最近不仅有美国纽顿
中学的师生来访，目前还有来
自ALAIN高中的31名师生在三
中访问交流。为了让外国学生
跟本校学生充分交流，学校还
按自愿报名原则招募了一些有
条件的学生，让这些外国学生
住进他们家里，以便双方进一
步感受彼此的文化魅力。

不仅是外国学生来访，作
为三中不断拓展深化国际交
流与合作，进一步推进学校教
育水平国际化的体现，最近这
几年还将组织师生出访。至

今，学校已与美国纽顿中学、
法国阿兰高中建立稳固的友
好合作关系，中美双方已互派
师生交流学习人数达300多人
次，中法双方互派交流学习人
数达200多人次。

在巩固已有的对外交流
关系基础上，三中还积极拓宽
交流视野，拓宽合作对象。目
前，已与英国百福集团、美国
康州艺术教育中心、法国法瑞
尔中学、韩国崇实大学洽谈友
好合作关系，正在逐步实现与
这些学校的毕业生留学和师
生互访活动。

周周五五来来报报社社抢抢购购保保真真明明前前龙龙井井吧吧
眼下龙井茶已到货，市民也可先到先得

15日，本报联合浙江
茶厂推出的明前龙井茶
直销活动一启动，就受到
了众多市民关注，眼下本
报订购车龙井茶已到货，
仅15日下午就有十多斤
茶叶被抢购走。由于明前
龙井茶属于稀缺资源，所
以本次直销惠一共推出
了100斤茶叶，如果你是
龙井茶的忠实爱好者，那
么这次的明前茶你不能
错过。17日至18日，那些
翘首等待明前龙井茶的
顾客可以来本报编辑部
尝鲜了。

本报记者 张召旭 热线咨询不断

众市民抢订龙井

15日，本报联合浙江茶厂推出
的明前龙井茶直销活动一启动，就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少
市民纷纷致电活动热线0635—
8277092，咨询产品活动详情，工作
人员接电话一度接到手软，消费者
表示，希望能够买到保真的明前龙
井茶，其中不乏龙井茶的铁杆粉
丝。

50多岁的市民陈先生说，他喝
了多年的龙井茶，对茶叶也有一定
的研究，但对于明显龙井茶，他一
直不敢购买，主要是明前龙井属
于稀缺资源，所以市面上在售的
很多都是翻新茶叶。“看到晚报搞
的这次活动，我决定买上一斤尝
一尝，多年的饮茶习惯，我也能分

别茶叶好坏，再说晚报这个牌子
也不会糊弄人，信得过。”

茶叶现已到货

十多斤被抢购走

15日上午，本报订购的明前
新昌龙井已到货，当天下午，就
有市民闻讯赶来购买茶叶，其中
市民王先生更是一次性购买了4
斤茶叶，仅一下午时间就有十多
斤茶叶被人抢购走。“夏天马上
到了，喝绿茶可防暑，而且我父
母和岳父都是爱茶之人，所以我
多买点，给两边老人都送点。”王
先生说。

明前茶是清明节前采制的
茶叶，受虫害侵扰少，芽叶细嫩，
色翠香幽，味醇形美，是茶中佳
品。同时，由于清明前气温普遍较
低发芽数量有限，生长速度较慢，

能达到采摘标准的产量很少，所
以又有“明前茶，贵如金”之说。

在江南茶区，经过漫长的冬
季，茶树体内的养分得到充分积
累，加上初春气温低，茶树生长速
度缓慢，此时的芽质较好。明前茶
氨基酸含量相对后期更高，具有
苦涩味的茶多酚相对较低，这时
的茶叶口感香而味醇。再者清明
前茶较少受到农药污染，特别是
早起的春茶，更是一年中绿茶品
质最佳的，因此诸多明前采制的
高档茶叶特别受到茶友的青睐。

原价800元/斤

现价只需360元

由于明前茶产量本身就比较
少，因此本次到货的明前茶数量
有限，仅有100斤。我们首先确保
前期预定的读者可以买到，未预

定的读者也可以到本报编辑部现
场抢购。

“我们订购的这批茶叶产自新
昌，虽然不如西湖龙井那样出名，
但绝对是明前龙井茶，其品质也是
上乘，虽然这批茶叶不是产在最好
的区域，但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记者了解到，本次销售的新昌明前
龙井市场价为800元/斤，为了回馈
读者的厚爱，现价只需360元即可
抢到新鲜的明前龙井茶，由于数量
有限，市民先到先得。

活动时间：4月17日至18
日(本周五周六)

地点：聊城市兴华西路与
向阳路交叉口西北角古楼办
事处二楼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编辑部

抢 订 热 线 ：0 6 3 5 —
8277092

小小孩孩被被困困轿轿车车

消消防防成成功功救救助助
本报聊城4月15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崔丽 关侃 )
14日，高唐县品盛居小区地下车

库有一小孩儿被困在轿车中，车门
无法打开。消防官兵利用腰斧对车
窗进行破拆，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14日8时06分，人和中队接到报
警后，立即出动1辆抢险救援车6名
消防官兵，5分钟后到达事故现场。
中队官兵发现，轿车停在车库，一
名小孩被锁其中。考虑到通风设施
条件差，氧气含量少等因素，如被
困时间再延长，很可能会造成被困
人员呼吸困难甚至窒息。指挥员立
即决定利用腰斧对车窗进行破拆，
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电电梯梯运运行行出出故故障障

高高唐唐一一女女子子被被困困

本报聊城4月15日讯(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崔丽 关侃 )

14日高唐县大顺小区有一人被
困电梯，消防人员利用撬棍对电
梯进行破拆，被困人员成功获
救。

14日7时25分，人和中队接到
报警后，立即出动1辆抢险救援车
6名消防官兵，火速赶赴事故现
场。5分钟后，到达事故现场的指
挥员经询问得知，电梯在运行时
出现故障，停在5楼和6楼之间，一
名女子被困其中。消防人员利用
撬棍对电梯进行破拆，5分钟后，
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中
美 学 生
一 起 欢
跳“小苹
果”。

消防队员对电梯进行破拆。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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