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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刘欢

王修文博士上世纪80年
代中期留学美国，先后获得爱
丁堡罗大学双硕士、宾州州立
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先后指
导了1300多名应届高中毕业
生进入美国一流的大学就读，
是一名把理念与实践完美结
合的“科班”教育专家。他还是
济南外国语学校开元国际学
校、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
校的创始校长。

他曾任新东方教育科技
集团副总裁，中国教育报2011
全国十大推动读书人物、中国
民办教育创新校长等。他坚
信：教育是科学，发现规律遵
循规律；教育是艺术，因材施
教并关注每一个孩子……有
爱才有教育，无条件地爱每一
个孩子。他30多年的教育生涯
改变了成千上万个孩子和家
庭的命运。13日，本报记者就
当前家长高度关注的几个问
题采访了王修文博士。

记者：请问王博士，孩子
为什么要出国？

王：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一是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少，如
网上公布山东省2016年的一
本录取率是11 . 24%，即使考上
大学，毕业后大约只有一半多
的学生找到相对合适自己专
业的工作。考上好学校难、就
业更难。

二是相比之下，中等成绩
的同学中考后经过我们济南

修文外国语学校国际高中三
年的系统学习，基本上都可以
考上美国前100名的大学，一
多半可以考上美国前50名的
大学，而且毕业后基本上都可
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工作。

三是国内大学四年很多
学生的学习状态并不佳，部分
学生不能认真学习、规划未
来。相比国外大学，学生不努
力拼搏就无法毕业，四年国内
大学和国外大学有较大的差
异。

记者：那您觉得孩子什么
时间出国最好？

王：出国最合适的时间因
人而异，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90%的人初中毕业后，经过三
年国际高中系统的学习，再出
国上大学是最佳选择。

记者：有什么类型的国际
学校？如何选择更好？

王：就全国国际学校来
看，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纯
正的国际学校，只招收外籍学
生；二是提供国际课程的学
校；三是公立学校的国际班，
如中美班、中加班；四是与国
外学校合作办学的特色班；五
是民办学校的国际高中。

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并
不适合大多数的中国学生。第
三类公立学校的国际班情况
差异很大，大部分公立学校国
际班，其实都是培训机构与公
立学校合作办学。这样合作下
的国际班和这个学校的教育
教学质量有时完全不同。第四
类与国外合作的国际班，有些

告诉家长可以发国内和国外
两个高中文凭，全英文授课
等。其实很多人不明白多一个
高中文凭到底有哪些价值？孩
子未来大学毕业或研究生毕
业后，这两个高中文凭，没有
什么作用和价值。

经过我们十几年的探索
与实践，第五类民办学校的国
际高中对90%以上传统学校初
三毕业生是最佳的选择。原先
学习中等以上的学生经过我
们三年的系统教育，基本上都
可以送入比国内一流高校世
界排名更高的学校。一是因为
国际高中每个学生都先要处
于考国外大学这样的氛围中，
二是每一位教师员工都是为
出国的孩子服务的，更重要的
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国外高校
评价体系与申请规律。经过三
年系统学习，不但可以让学生
们申请到自己的理想大学，更
可以使学生们受益四年留学

生活，成为大学里的佼佼者。
从我送出去的1300多名留学
生中，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
失败的案例。

记者：那么去哪些国家留
学更好？

王：从数据来看，去年的
50多万留学生中有32万多赴
美留学，所以，出国的大多数
还是首选美国，其次是英联邦
国家。出国的目的是让孩子受
最好的教育，而美国拥有全球
最多的一流高校。

记者：出国费用太高付不
起怎么办？

王：这个问题对很多家庭
来说不是费用问题，而是思想
和理念的问题。现在很多银行
提供留学贷款，欧洲一些学校
还免学费、勤工俭学，还有的
学生可以申请到奖学金。即使
学费也有很大差距，美国公立
和私立学费标准不同，从每年
学费5万美金到3万多美金不

等，还有加拿大一些学校只有
2万美金左右。

记者：那么出国留学安全
吗？

王：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不
安全的因素，有的人担心美国
的安全问题，其实静下心来想
想各个国家对犯罪的判定和
事故的界定标准不一样。而且
美国每年30多万的留学生出
安全问题的案例非常少，中国
每年大学生出安全问题的案
例也经常被报道。出国留学，
在遵循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基础之上自律自立，至少和在
国内一样的“安全”。

““上上完完国国际际高高中中出出国国是是最最佳佳选选择择””
访济南修文外国语学校校长王修文博士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李飞)如何
科学填报高考志愿，规避报考风险？
怎样选择院校，寻找适合孩子的专
业？自主招生申请需要哪些条件？7
月9日下午，齐鲁晚报“校园直通
车”再出发，“规划人生·筑梦名
校”系列公益讲座第二场在济钢高中
开讲。

前不久，齐鲁晚报校园直通
车——— “规划人生·筑梦名校”系列
公益讲座正式在济南历城二中正式启
动，受到了学校和学生家长的热烈欢
迎。9日下午6点30分，齐鲁晚报校园
直通车“规划人生·筑梦名校”系列
公益讲座第二场在济钢高中开讲。

本次讲座专家王海伦老师，针对
自主招生、人生规划及高考志愿填报
为500余名高二学生家长做了全面详
细的讲解。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很多家长认
真地做着笔记，不时用手机对讲座内
容进行拍照记录，并积极地与专家进
行互动。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家长们
表示收获很大。

“规划人生·筑梦名校”系列
公益讲座作为齐鲁晚报校园直通车
的重要内容，是今年齐鲁晚报创刊
30周年活动中的一项组成部分，由
百年育才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提供学
术支持。

本次系列讲座预计面向济南高中
学校和社会举办15场，旨在让广大学
生家长及时了解新高考改革政策动
向，掌握学业规划教育的理念和方
法，落实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自主招
生笔试面试培训指导及学业规划课程
实施等相关内容，助力省城学子合理
规划人生。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 李飞 通讯
员 高会贤) 近日，全国第一家辅导员
学校成立揭牌仪式在济南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张
慧青针对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提出
了三个常规、三个重点、三个难点，明确
了学院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路径。

据悉，成立辅导员学校旨在不断提高
辅导员应对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培养政
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专业化、
职业化、专家化的辅导员队伍。全面提升
辅导员队伍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辅导
员的战斗力，科学地为学生服务。

济济南南工工程程职职院院成成立立
全全国国第第一一家家辅辅导导员员学学校校

规规划划人人生生··筑筑梦梦名名校校
齐鲁晚报校园直通车开进济钢高中

资讯

1、招生对象：思想品德良
好、成绩优秀、身体健康，家庭
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应届初
三毕业生。

2、招生人数：四个班，每
个班不超过30人。

3、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
月16日。

4、报名方式：
1 ) 电 话 报 名 ：0 5 3 1 -

68857099、0531-68858199、
18560151699

2)现场报名：济南修文外
国语学校招生办公室或校园
内

学校地址：济南市历城区
南全福街道999-1号

22001177年年秋秋季季
招招生生简简章章

齐鲁晚报校园直通车公益讲座现场。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下午，爸爸妈妈带我
去仰口看海。那时，凉爽的
风拂过脸庞，金色的太阳
还高高挂在空中，但明显
不如中午刺眼。

仰口到了。舒适的风
儿迎面吹来，让人想听着
风声在海滩上睡一觉。刚
刚退潮，海上风平浪静，脱
下鞋踩着潮湿的沙滩，凉
凉的，脚感觉有些麻酥酥
的，真是舒服。

走进海的边缘，只要
稍等一会，脚边就像有小
虫子缓缓爬过，那是浪花
在挠你痒痒呢。低头一看，
自己已经站在了像一大块
蓝宝石的海里，远处的浪
花像一朵朵云儿冲来。

金色的沙滩上，各种
各样的帐篷、毯子，上面坐
满了人。沙滩上，总有贝壳
藏在里面晒太阳，黑的像一
块玛瑙，白的像一片梨花
瓣。在沙滩里挖个大洞，藏
在里面躺着，看看天上的风
筝舞着，听着鸟语，带给人
惬意的感觉。

沙滩上有许多小朋
友，有的在金沙滩上坐着
玩玩具，有的在沙滩上跳
来跳去，有的在挖坑，有的
在堆城堡、筑长城。你听，
他们笑得可开心了！我们
在水里追逐打闹、拍照留
影，还修了一个小水池，把
海水引水池里。

除了海，仰口最显眼

的就是山了。山上那些高
耸入云的大石头，是淡灰
色的，被一团团葱翠的植
物覆盖着。

天慢慢暗了下来，可
风筝还在天上飞舞着，还
舞来了海风。威武的狮子、
展翅翱翔的老鹰、动画片
里卡通人物……纷纷装裱
了天空。

人渐渐散去，海也似乎
静了下来。这时的海风像一
位美丽的姑娘，用乌黑浓密
的长发轻轻地拂过每个人
的脸，舒服极了。

夕阳西下，我们踩着
余晖返程。 （青岛市
城阳区第二实验小学三
年级四班 付翊宁）

仰仰口口的的海海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登

近日，济南市经五路小学主题为
“恩存经五 梦飞未来”的毕业典礼
举行，学校全体师生与420名2011级毕
业生及家长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时
刻。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陈栋摄

经经五五路路小小学学
六六年年级级学学生生毕毕业业了了

王修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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