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如何何让让孩孩子子拥拥有有““最最强强大大脑脑””

通往加拿大的

移民之路变狭窄

2月11日，加拿大向议会提交
“2014年经济发展计划”时，表明了
将终止“联邦投资移民计划(IIP)”
和“联邦企业家计划(FEP)”两项移
民计划的意向。虽然这项提案还需
由加拿大联邦议会最终审理通过
后方能生效，但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根据以往经验，该提案被最终
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此次加拿大投资移民项目“叫
停”，不仅意味着今后这条路可能
走不通了，同时也意味着，此前已
经成功递交但还没有被审理的移
民申请，也将被“一刀切”地作废，
加拿大政府将退回申请费用。

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IPP)”
项目叫停，有移民意愿的这部分中
国人将去向何方？专家认为，资金
较为雄厚的人和家庭，可能会转向
澳大利亚或者英国的投资移民项
目；比较热衷于北美、且可接受的
投资门槛较低者，可能会将目光转
向美国的“EB-5”项目；南欧国家
的置业移民项目，也可能会成为一
些家庭的“备选”，但不会是“必选
项”。对于那些对移民加拿大比较
执着的人来说，可能还会转投魁北
克省的投资移民项目，或者其他省
的“省提名(PNP)”项目。魁北克省
的审核较严格，且近年来政策也有
收紧趋势。其他省的“省提名”项目
则要求各不一样，且名额较少，审
核进度非常缓慢。

雅思大作文

之语言细节

怎样写好雅思大作文，拿到高
分？需要在语言的细节上多注意。

语法和句式方面
雅思大作文通常采用一般现

在时即可，但在陈述具体例证时要
根据不同的情况变换时态。一篇长
达250词的文章中应该有7—8个或
更多的复合句，即同位语从句；定
语从句；表语从句；原因状语从句
等；最好还要有几个倒装句；在一
个并不强调由谁来做的动作时建
议使用被动语态句。

避免中式思维
雅思作文的评卷人与考生来

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许多考生
认为正常的习惯表达法也许是评
卷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所以要尽量
避免中文式的思维方式，学习并带
入英文的思维方式。中文是一种比
较抽象的语言，习惯于归纳和概
括，而英文则是一种比较具体的语
言，习惯于演绎和推理，所以在写
英文时需要注意句子与句子之间
环环相扣的逻辑关系，切不可沿用
中文的跳跃式思维。除此之外，雅
思写作中尽量不要过多涉及“中国
特色”的内容，举例子时提到中国
的人或者事时，最好能够加以解
释，否则那些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
的“老外”是很难感同身受地了解
考生们所要传达的思想。

采用正时文体和语言
雅思写作是正式文体的写作，

因此在用词和格式上需要遵从英
文正式文体的要求，比如不可以用
缩写，尽量不要使用过于口语化的
词语等。

专刊记者 朱桂杰

最近，随着《最强大脑》
的热播，如何提高记忆力也
成为一些家长讨论的热门话
题。那么，为什么要开发右脑
呢？又该如何开发呢？

专家说，人的大脑分为
左脑和右脑。左脑主要负责
人类的理性、语言、文字、分
析等，右脑主要负责音乐、形
象、经验、直观等认识，因而
右脑“感觉”更强，我们常说
的“创造性思维”也更多是右
脑的产物。

孩子在6岁之前，对事物的
思考主要以右脑为中心，也是
右脑最活跃的阶段，适当的良
好的刺激可以让右脑功能发挥
更优秀。及早对宝宝进行感官
训练，促进右脑发育，对宝宝的
整体发育，包括智力心理及学
习生活能力等有着重要的意
义。

孩子在2岁以前右脑开发
以感官训练为主。婴儿期主要
是接爱感知经验，包括大脑的
视觉经验、听觉经验、触觉经
验、嗅觉经验、味觉经验以及本
体感经验等；2岁以后则侧重于
丰富孩子的思维和创新的源
泉，着重于孩子的形象思维能
力。

右脑开发小游戏

神奇的纸盒

玩法：把家里使用过的纸
巾盒留下，往里面放进一些玩
具、糖果、水果等，让宝宝摸一
摸，请他在拿出来之前说出名
称，或者给他指令，请他按指令
拿出东西来。对大一点的孩子，
你可以给他否定的指令，如：

“请你把不可以吃的东西拿出
来”“请你把不是圆的东西拿出
来"等等。为了增加趣味性，也

可以使用一些奖励的方法，比
如：拿对了糖果，就把糖果奖励
给宝宝吃，拿错了，糖果就归妈
妈吃等。

提示：这个游戏适合2—4

岁的孩子，由于宝宝使用触摸
觉和视觉来进行判断，可刺激
右脑发展。

会滚动的箱子

玩法：把家里买回来的电
视或其他大件物品的纸皮包装
箱留下，让宝宝钻进去缩紧身
体，然后滚动纸皮箱子，孩子会
乐不可支。为了避免伤着孩子，
你最好在每次滚动箱子之前大
声问他：“准备好了吗?”确定他
做好了准备才开始，滚动的幅
度也可以根据孩子的适应情况
而调整。

提示：这个游戏适合3岁以
上的孩子玩，因为这样可以锻
炼孩子的身体平衡感，也能发
展孩子的右脑功能。

美丽的手镯

玩法：把用过的信封留下，
横剪成一个一个环，然后和孩
子一起在环上画自己喜欢的图
案和颜色，把它套在手腕上当
手镯。妈妈先做一个引起孩子
的兴趣，然后放手让他自己来
做，以鼓励为主，不要计较孩子
做得是否漂亮。

提示：这两个活动都是多
种感官配合的活动，既有手的
动作，又有颜色的感觉、图案的
设计等等，对发展孩子的右脑
很有帮助。

说梦

玩法：很简单，让宝宝把昨
晚做梦梦见的东西说出来。一
般来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睡
觉前，妈妈可以跟孩子讲故事
帮助孩子入睡。白天醒来的时
候，诱导宝宝说说梦里的故事。

提示：人的梦境实际上就

是无意识中右脑描绘的景象。
这样做就等于再现右脑描绘的
景象，有利于刺激右脑；同时，
它还是协调右脑和左脑的有效
手段，对大脑整体的活动会产
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右脑潜
能开发。

温馨提醒：以上这些都
是开发孩子右脑的活动。当
然，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只
是做各种各样的右脑训练，
没有配合语言文字等抽象符
号的学习，他又会走向另外
一个极端，那就是变成一个
右脑人。比如一些从小就开
始体操训练的运动员，他也
许能拿到世界冠军，可是语
言表达能力却很差，不能写
也不能说，那当然也不是我
们期望的。所以，除了要注重
右脑开发，更重要的就是要
注重左右脑协调的活动，让
孩子的大脑潜能得到最大限
度的开发。

从去年开始，留学低龄化
成为出国留学的一个新趋势，
念完初中直接申请到国外就读
高中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部
分国家也重新调整了留学申请
的年龄限制。

新西兰：

只要年满五岁

就可以申请留学

新西兰移民局2 0 1 4年放
宽了国际学生赴新西兰留学
的年龄限制。目前只要年满
五岁的学生就可以申请新西
兰留学。留学生在申请学校
时需要提供在读证明、在读

成绩，初中毕业的学生需要
提 供 初 中 毕 业 证 书 的 公 证
件。

英国：

中学生申请

年龄为16—18周岁

英国顶尖的寄宿中学对
学生年龄的要求为1 6—1 8周
岁。但绝大多数学校能够接
受学生年龄在当年入学的时
候年龄低于 1 7岁半的学生，
有一部分学校最大年龄限制
在17周岁9个月，只有很少一
部分学校能够接受当年入学
年龄接近18周岁的学校。

日本：

年龄下限年满18岁

且接受过高中教育

申请本科，需要高中毕业
距离现在申请不超过5年；申请
硕士或博士，毕业时间距离现
在申请不超过3年。对留学人员
年龄的上限不再有明确的限
制，只要是留学生达到硕士以
上学历，并以研究为留学目的，
都可以申请到日本继续深造。
但日本政府要求学生必须为年
满18周岁并接受过高中教育，
否则将不会通过其申请。在政
策放宽前，日本方面对赴日就
读语言学院的留学生的要求
是，高中毕业生须在25岁以下，
大学专科毕业生须在28岁以
下，大学毕业生以上须在30岁
以下。

加拿大：

年龄限制变严

35岁以下可得满分

自2013年底，加拿大的留
学年龄限制变严。申请人须在
18周岁以上，新标准规定35岁
以下申请人可得到满分12分，
年龄增大1岁递减1分，46岁以
上的申请人为0分。

新加坡：

高校留学

年龄越大越难申请

根据新加坡的规定，申请
新加坡小学就读的学生年龄限
制最小是在6周岁，而最大是14

周岁，而申请新加坡中学就读
的学生年龄限制最小是在12周
岁，而最大是17周岁。

新加坡中学生在毕业后可
以通过新加坡O/A水准考试来
进入新加坡公立院校就读。一
般来说，申请新加坡O水准课
程的学生年龄要求在16—25周
岁之间，申请新加坡A水准课
程的在17—26周岁之间。

对于申请到新加坡高校
留学的申请人年龄并无要求，
只要申请人能够达到入学要
求即可。但是，新加坡教育联
盟提醒，虽然院校对于申请人
的年龄没有要求，但如果申请
人的年龄越大，在申请新加坡
留学签证的时候难度也就越
大。

出国留学，虽然有的国家
对留学生的年龄并没有过多限
制，但是，年龄越大申请留学的
难度也会加大，像法国、德国、
荷兰等欧洲国家，最好能在30

岁以前申请本科或研究生。

22001144各各国国对对留留学学生生年年龄龄限限制制

今日烟台

我 们 的 态 度 决 定 我 们 的 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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