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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省城不少
家长的朋友圈又被

“别人家的孩子”刷了
屏——— 济南外国语学
校国际课程中心学生
于涵被剑桥大学预录

取。雅思8分、A-Level成绩优异、面试过程表现出色，当大家热
衷于谈论他如何优秀时，齐鲁晚报记者独家对话于涵的父亲于
先生，为广大父母还原一个普通又有智慧的家庭。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
近日，齐鲁工业大学艺术学
院党委副书记刘长生带领学
院5名辅导员到泰安市东平
县，菏泽市郓城县、成武县等
地，走访慰问学生家庭。

家访前，学院组织召开
家访工作专题会，拟定了《寒
假家访学生活动方案》，确立
了“坚守初心使命，培养时代

新人”的家访主题，对年前年
后的家访任务进行了分工。
在走访对象上，兼顾所有年
级、不同问题和发展需求，遴
选了23名建档立卡经济困难
学生、41名学习困难学生、8
名就业创业困难学生、2名心
理问题学生等家庭，做到遴
选学生家庭“全覆盖”。

（张银凤）

普普通通工工薪薪家家庭庭何何以以培培养养剑剑桥桥学学生生
——— 对话剑桥大学准学生于涵之父

高高考考志志愿愿怎怎么么填填，，专专家家给给您您支支招招
相关公益讲座将于28日上午举行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见习
记者 潘世金） 寒假将至，距
离高考只剩下不到五个月的时
间，考生家长的心情也日渐焦
虑。如何填报志愿选择专业？除
了高考，还有哪些升学通道？尽
管有的家长早早开始了学习之
旅，但仍感觉心里没底。1月28
日上午，齐鲁晚报校园直通车
推出“规划人生·筑梦名校”公
益讲座，邀请专家解读高考报
考政策，就志愿填报、成绩提
升、升学通道选择等方面为高
二、高三学生家长现场支招。

齐鲁晚报校园直通车“规划
人生·筑梦名校”公益讲座于2017

年5月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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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公益讲座先后
在省实验中学、历城二中、济钢
高中、济南外国语学校、章丘四
中、济南一中、济南二中等多所
高中学校开讲，受到学校和学
生家长的热烈欢迎，反响强烈。

1月28日（周日）上午8点半
至10点半，本报将邀请高考报
考指导专家，在山东舜和酒店

（济南市历下区泺源大街53号）
8楼会议室举办公益讲座，讲座
以“ 2 0 1 8 高 考 报 考 政 策 解
读——— 如何科学填报志愿及八
大升学通道全方位解读”为主
题，欢迎家长报名参加。

预约咨询热线：13361051736
贾老师，也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了解本次活动详情。

齐齐鲁鲁工工业业大大学学艺艺术术学学院院
开开展展寒寒假假家家访访活活动动

乐高集团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

推推出出首首个个儿儿童童数数字字体体验验系系统统性性解解决决方方案案
本报讯 1月15日，乐高

集团与腾讯在北京举行联合
新闻发布会，宣布双方达成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推
出国内首个儿童数字体验系
统性解决方案。双方将在内
容、游戏、社交等多方面展开
合作，赋能中国儿童的数字
化未来。

基于在守护儿童数字体验

领域的共识，腾讯与乐高集团
的此次战略合作旨在推出国内
业界首个系统性的儿童数字体
验解决方案，针对儿童接触网
络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完整、系
统性的布局与思考，涵盖短视
频、游戏、社交、教育、智能玩具
等多方面的内容，全方位为儿
童数字体验保驾护航。

乐高中国区总经理Jacob

Kragh表示：“我们非常高兴能
够和腾讯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
通过互联网与世界进行连接。
而乐高和腾讯的战略合作将会
关注他们的数字体验需求，为
他们提供富有创意并且积极向
上的数字化内容，以支持他们
的学习和发展。”

近期，社会上有部分培
训机构及个人假借日照职业
技术学院名义进行虚假招生
宣传和考试培训，为避免部
分不明真相的考生和家长上
当受骗，在此郑重声明：

1、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单独招生严格按照山
东省教育厅要求，未委托任
何机构或个人进行招生代
理，也未组织任何单招考前
辅导和培训班。

2、请广大考生提高警
惕，切勿轻信任何机构或个
人“保录取”“内定名额”等虚
假宣传。

3、对任何单位或个人假
借日照职业技术学院的名义
进行招生、宣传、辅导和培
训，我校保留依法追究的权
利。

4、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和
举报非法招生及虚假招生宣
传，必要时报警，以免造成损
失。如有疑问，请拨打我校招
生咨询电话：0633—7987111。
获取真实信息，请登录日照
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信息网

（http://gotorzu.rzpt.cn/）。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2018年1月16日

日日照照职职业业技技术术学学院院
关关于于22001188年年单单独独招招生生的的声声明明

本报记者 徐洁

专注高效
来源于习惯培养

记者：于涵从小成长的家
庭环境是怎样的？与其他家庭
有什么不一样吗？

于：来济南读高中前，于涵
一直在日照上学。我是做IT技
术的，他的妈妈在事业单位工
作，我们都是技术出身，是普通
的工薪家庭。我们工作都比较
忙，尤其是我，谈不上太细致的
教育。

非要说起与别的家庭有什
么不同的话，让我评价他的成
长环境，就是“自由开放”。他从
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是
全年级前几名，如“抄写十遍”
这样的作业，他不做，我很支
持，甚至我会跟老师沟通，不让
他做了，所以，他不做作业的时
候还挺多。但是，我会鼓励他把
省下的时间拿来做更有用的事
情，比如查缺补漏。

记者：有的父母会说，他肯
定很自觉，当然不用父母逼着，
是这样吗？

于：他不是看起来很刻苦
的学生，每天晚上10点以前就
结束学习，在家时，还经常打会
儿游戏，而且很擅长，是高手。
但他上课的时间抓得很紧，效
率很高。小学四年级以前，我们
在他习惯养成上下了点儿功
夫，比如每晚写作业时也会陪
着他，但并不是看对错，而是帮
助他把边做边玩的习惯纠正。

这个孩子的特点是自制力
比较强，他能够自己设定目标，
并且努力去实现，这一点我很
欣赏。小学时，他身体比较弱，
体育成绩总是不及格，于是，他
给自己设下每天跑步的目标，
还做了沙袋绑在腿上练习。初

二时，他在全年级中长跑比赛
中拿到了第三名，前两名都是
体育生，这一定也带给他极大
的自信。

品德第一
其他“好商量”

记者：要出国读书的目标
是早就定下的吗？

于：初中时就定下来了，他
说他以后要出国，去剑桥学数
学。为了实现目标，他考入了济
外国际部。我们一直尊重他的
理想，虽然我们是工薪家庭，但
与钱比起来，孩子未来是最重
要的。他很自主，在做申请简历
时，他自己查资料，在如何展现
能力、思想上，他准备了很多，
想了很多，写出来也没怎么大
改。

记者：我刚才听到几个词
汇“尊重”“宽容”。

于：我们的确从来没逼他
做过什么，他的成长环境很宽
松，几乎没有“不干不行”的事。
小时候，他学架子鼓，学了两三
年后突然不想学了，他哭着说
不想学了，想把架子鼓卖掉，可
能是他自己觉得怎么练也练不
好吧，我们也劝说了一会儿，但
他很坚决，后来真的把架子鼓
卖了。

记者：旁观者看来，一坚持
不下去就迁就，会不会太纵容
孩子了？

于：孩子并没有做出格的
事，他只是不想练架子鼓而已。
我的原则就是，在善良、诚实的
品德前提下，只要不做出格的
事儿，孩子的选择都可以尊重。
没必要逼着孩子做他不喜欢的
事情，每个孩子都有自己喜欢
做的事，都有自己的梦想，应当
让孩子找到兴趣和梦想，发自
内心地做事情。

尊重会带给孩子被信任的

感觉。每当他想打游戏的时候，
总是知会我们一声，从不偷偷
摸摸，当然他得到的也总是允
许。他自己玩半个小时就会遵
守约定。所以，当一个孩子以优
秀为习惯的时候，自己就会上
道。

别怕孩子叛逆
比沉默好多了

记者：其他家长可能纳闷，
你和孩子没有过冲突吗？

于：孩子总有他的叛逆，我
们一家三口喜欢辩论问题，他
小时候，我们总能用自己的经
验说得他没话回应。到了高中，
我们发现，他对问题的认识、剖
析让人惊讶，高二时，已经完全
可以说服我们了。我发现，我们
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被他汲
取了。所以，不要怕孩子和大人
有冲突、吵闹，相反，有些孩子
一问就沉默才是可怕的，我们
要跟孩子多交流沟通，引导他
把真实想法说出来，共同探讨
解决问题的办法。

印象中有一次冲突，他把
门关上不跟我说话，我挺生气，
敲门直到把他敲出来，再继续
讨论。

记者：父亲在孩子成长过
程中有重要作用，您长期在外
地，是怎样陪伴他的？

于：他来济南读高中之前，
我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周末，我
们从不疲于奔命地带他上辅导
班，而是全家去户外一起玩，我
觉得玩好才能学好。现在，他经
常从学校回济南的家，我一般
会推掉应酬赶回家给他做饭，
厨艺也大长，无论孩子再怎么
独立，陪伴是必须的。

我还经常跟他说，不要和
别人比，达到自己能达到的程
度就行了，另外，要勇敢地坚持
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已经收到剑桥大学预录取通知书的于涵。本报见习记者 潘世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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