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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期免费沙画公开课在艺涵沙画培训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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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春春献献爱爱，，支支教教山山亭亭
——— 烟台大学“第一书记”关注留守儿童，组织开展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纪实

留学前沿

本报8月10日讯(记者 李
楠楠 实习生 陈丹 ) 8月9

日本报联合艺涵沙画培训中心
举行的首期沙画免费公开课在
芝罘区举行，当天50多名市民
参与现场作画。本周第二期沙
画公开课继续举行，欢迎市民
踊跃报名。

“一沙一世界”，烟台有个
“沙画张”。本报报道刊发后，很
多市民咨询是否可以去认识一
下“沙画张”，也去接触学习一
下沙画，其中除了中小学生家
长外，还有一些退休的叔叔阿
姨们也想报名参加活动。8月9

日，本报联合艺涵沙画培训中
心举行的首期沙画免费公开课
在芝罘区四马路举行，公开课
分为上午和下午两场，现场很
多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一
探沙画的奇妙，还有很多年长
的市民前来参加活动，希望自
己的退休生活老有所乐。

据“沙画张”张珈喻介绍，
沙画是最具创意性的形式，可
以开发我们的动手能力，开发
我们的艺术细胞。可以让更多
有艺术天赋的朋友们找到有乐
趣的空间。

另外，在我国目前的教育
体制下，学校老师家长多方的
压力，使孩子长期处于学习的
压抑过程中。按照心理学的原
理，当孩子把压抑在内心的潜
意识释放于玩沙子过程中，这
种直观的感受会使焦虑、抑郁、
不安等负面情绪得到合理宣

泄，从而达到有效的心理治疗。
现在很多城市里的孩子

都居住在干净的空间里，缺乏
和泥土、水、沙子等自然物质
的接触，其实这对孩子的成长
是有害无益的。沙既是固体
的，又是流体的，它变化无常
又易被掌握，它那无穷尽的形
态和用之不尽的玩法，从本质
上满足了儿童内心的需求和
操作中的创造性。

沙画很多时候都运用左右
手的配合，对于孩子未完全发
育的大脑的协调性有很好的促
进作用。

沙画是国内最新的艺术门
类，孩子在沙画表演过程中，会

萌生荣誉感和自信心，对孩子的
健康心理成长有极大的好处。

“您知道吗，世界上没有一
个孩子是不聪明的，所谓不聪明
的孩子只是因为他(她)某些方面
的潜能和智力还没有得到充分
开发。幼儿教育专家告诉我们，
孩子的智力是在活动中得到发
展的。”张珈喻说，因此，为孩子
提供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们在
活动中“玩”，在“玩”中“学”，在

“学”中“乐”在“乐”中“获”，他们
的潜能就会逐渐被挖掘，智力就
会逐步被开发。其实，只要孩子
在活动着就会有发展。

“免费沙画公开课，每周都
会举行。”张珈喻说，只要年满五

周岁都可以过来报名参加活动。
虽然沙画目前没有考级，但

对开发孩子大脑和动手能力很
有益处，有些家长为了培养孩子
的兴趣爱好，但又想与众不同，
所以选择了沙画；而一些青年人
学习沙画，则更多是为了创业。

凡是喜欢沙画的孩子和家
长都可以报名来免费听每个周
末举行的沙画公开课。

地址：芝罘区 四马路044
-3号(四马路家家悦西门对面)

时间：周日上午场 9：30-
10：30，下午场14：00—16：00。

短信报名：“姓名+年龄+

学校+场次(上午或下午)”发送
到15063815716。

由于现行高考政策的局限
性，“一分定终身”，使得平时学
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若在考试中
发挥失常，便可能造成非常多的
遗憾。即使有幸正常发挥，由于
地域不同、分数线不同等因素的
影响，使得高考填报志愿时，更
像是在猜或赌。使一部分本来高
考成绩不错的考生，最终没有就
读自己真正喜欢的学校或者专
业。高考政策的这种弊端，在短
期内无法改变，但并不意味着我
们的考生就束手无策了。

对于即将升入高三的学生

来说，学生可以在备战高考的同
时，先用学生国内的成绩申请海
外院校，这样对于备战高考的学
生和家长来说，是双保险。

所谓双保险，是指学生一
边可以申请海外院校，一边备
战高考。很多学生和家长，既不
愿意放弃国内的高考直接出
国，同时还担心万一孩子考不
好，耽误了申请名校的最佳时
间。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学生不
掉到坑里？

学生是否有参加高考的必
要，根据孩子在国内的实际情

况来衡量。国内的高中，一般最
后一年，学生就进入了高考的
复习时间。

如果学生在国内的成绩一
般，那么短时间内没法有大的提
高，而且即使这类孩子参加了高
考，往往不会考出特别理想的成
绩。建议这个类型的孩子，放弃
国内的高考，申请国外的院校。
这样，学生不会耽误时间。

如果学生在班级里面学习
成绩很优异，并且立志要参加高
考，考取国内的名校。像这类的孩
子，可以在首先办理国外院校的

申请，然后备战高考，万一要是发
挥不好，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手
中还有国外院校的通知书，不会
因此耽误申请截止日期。而且这
种学生往往自信心很高，高考不
会像别的孩子压力那么大。

在时间安排方面，大约在6

月份高考的时候，学生手握海
外留学大学通知书，轻松步入
高考考场，接下来平静等待高
考成绩，闲余时间可以强化一
下语言。确定心仪的国内或者
国外大学，带着家长的希望和
自己的梦想，迈向光辉的未来。

刚进7月，天气一天天热了
起来，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刘
庄小学的暑假也拉开了序幕。正
在这里驻村的烟台大学“第一书
记”工作组发现，这个时候正是
村里农活最忙碌的时候，家长们
要么在外打工要么一天到晚在
地里忙活，孩子们大多成了留守
儿童，他们的安全问题、学习问
题、情感问题令人担忧。

针对村里孩子们的现状，
烟台大学三位驻村“第一书记”
王者旭、吴庆磊、姜波经过工作
组开会研究，决定发挥派出单
位的教育智力优势，组建烟台
大学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队，
赴刘庄小学开展支教、调研等
实践活动。

“第一书记”的提议得到了
烟台大学、烟台大学文经学院
的热烈响应。很快，三批大学
生社会实践队组建完成。7月
23日，首批社会实践队来到刘
庄小学。7月29日，烟台大学大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挂牌仪式
在刘庄小学举行，小小的牌子
搭建起了烟台大学和刘庄小

学友谊的桥梁。根据“第一书
记”提供的情况，两个学校还
向刘庄小学捐赠了兵乓球台、
球类、文具、图书等价值近万
元的爱心物资。

支教是社会实践的主要内
容。在“第一书记”的协调下，社
会实践服务队为孩子们设计了
丰富多彩的课程和活动。除了
常规的语文、数学、外语等课
程，还有结合大学生特长和小
学生爱好的音乐、美术、书法、
兵乓球、羽毛球、武术等素质拓
展课程，并在学习之余，开展

“奔跑吧，梦想！”“爸爸妈妈听
我说”“我的安全我做主”“青少
年电影展播”等活动，将素质拓
展、心理辅导、感恩教育及安全
教育全面融入到支教课程的内
容。“第一书记”每天都抽出时
间到刘庄小学帮助指导教学，
与大学生、小朋友们共同交流，
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支教之余，“第一书记”还
积极为社会实践队提供深入基
层、了解农村的机会。他们带领
大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帮助农户

采摘花椒、灌溉农田，和当地百
姓亲切交流，见证帮包村发展变
迁，为大学生实实在在地上了一
堂地道生动的形势政策课。“第
一书记”还鼓励大学生们自己动
手做饭，吃住在小学，既体验基
层生活，又锻炼实践能力，切实
达到“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
实践目的，为将来走向社会又上
了一堂实用可行的就业指导课。

大学生社会实践队的到来
受到了当地家长和孩子们的热
烈欢迎。原计划招收70名学生
编3个班一度扩展到120人编5

个班。“明天我还能送孩子去上
课吗？”“老师，我们爱你！”家长
和孩子们的话语让大学生的实
践生活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第
一批社会实践队离开的时候，
孩子们发自内心地把自己精心
准备的手工制品、亲手写的信
交给大学生们，泪水早已模糊
了他们的双眼。看到这样的场
景，“第一书记”们的眼角也湿
润了。工作组组长王者旭说：

“老百姓们所期盼的就是我们
要做的。”(烟台大学“第一书记”
工作组)

高考录取工作已进入收尾阶
段，有些家长和学生现在才发现即
将入读的大学并不理想，开始为孩
子考虑更多的路，留学加拿大就是
众多学生和家长的主要选择之一，
为此，本报为学生和家长解析高考
后留学加拿大的几种途径和适宜
人群。同时让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
提前做好准备。

一本线以上能申请的学校

申请加拿大大学并不像美国、
英国那样要求学生参加A-level或
者是SAT的考试，大部分加拿大大
学只需要中国学生提供高中三年
的成绩以及会考成绩即可。但加拿
大的几所名校还是对中国学生的
高考成绩有一定要求的，如多伦
多、UBC、麦吉尔、麦克马斯特、皇
后、滑铁卢、西安大略、阿尔伯塔、
维多利亚等大学，除了高中三年成
绩、会考成绩，还把学生在中国的
高考成绩列为一个重要申请材料
之一。至于高考成绩的具体分数，
虽然多数学校并没有给出具体的
要求，但这些名校基本上只接受一
本线以上的学生。

如果高考分数在一本线以上，
学生可以申请加拿大的多伦多、麦
吉尔、UBC、麦克马斯特、西安大
略、阿尔伯塔、滑铁卢、皇后等名
校，如果高中平时成绩在8 5%以
上，会考成绩优秀，只要早作准备，
申请材料准备完善，录取成功率还
是很高的。

二本线以上可申请的学校

如果高考分数在二本线以上，
同时高中成绩在85%以上，会考成
绩优良，如果学生想申请加拿大名
校，就必须证明其除高考成绩之外
的其他优秀能力，比如参加的各项
活动，获得的奖项等，但是申请热
门专业成功率较低。像这种情况，
学生可以考虑不要求高考成绩的
名校，如西蒙菲莎、维多利亚、约
克、萨省、达尔豪斯、渥太华、温莎、
卡尔顿等。

如果高考分数未达到二本
线，但学生平时成绩优秀，在80%-
85%以上，会考成绩优良，建议可
以考虑不需要高考成绩的大学如
西蒙菲莎、维多利亚、约克、萨省、
达尔豪斯、卡尔顿、渥太华等。另
外，提醒一下，申请阿尔伯塔、皇
后、麦吉尔、UBC等大学虽然高考
成绩并非必须，但是学校申明学
生只要参加高考了，就一定要提
供成绩，否则一旦被学校发现作
假，开除恐怕是必然的结果。但如
果学生平时成绩一般，只有70%-
80%，建议学生不要考虑需要提供
高考成绩的大学，同时尽量选择
地理位置稍微偏远一些的大学，
如曼尼托巴、萨省、达尔豪斯、纽
芬兰纪念、新布伦瑞克、阿卡迪亚
等大学，这样的大学只是因为申
请竞争较小，因此对学生分数的
要求会稍微放低。

没高考成绩也可申请留加

如果学生不打算参加高考，
但平时成绩优异，建议申请滑铁
卢、皇后、麦吉尔、阿尔伯塔等大
学——— 这些学校对于没有参加
高考的学生也是可能接受的，但
前提最好是高中毕业前一年开
始申请 (应届生申请当年 9月入
学，申请时尚未高考 )，这样可能
在申请时避免被要求提交高考
成绩。另外，如果学生愿意参加
A-Level或SAT考试来代替中国
的高考成绩，大部分学校也是可
以接受的。

高考后如何
留学加拿大

首期沙画公开课，孩子和家长现场作画。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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