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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养”孩子到底对吗

瑜瑜妈妈提问：我们家女儿
现在5岁了，因为家庭条件还可
以，从她出生起我们就对她实施
富养政策，小时候奶粉喝的是澳
大利亚最贵的，长大了穿的衣服
也都是名牌，玩具更不用说。可
是最近我们在反思，这样的富养
是真正的富养吗？

龅牙兔专家建议：我能听懂
你说的意思，女儿从小娇生惯
养，一切饮食起居都以“贵”为标
准，但最近你开始思考真正意义

上的富养是否就是简单的给她
最好最贵的物质生活。

可能你觉得这样的教养过
程中似乎还缺少点什么。其实
很多父母都很赞成“穷养儿子
富养女”的说法，但是在富养女
孩的过程中，更要注意维护女
孩的自尊心。富养不仅仅是指
父母要给孩子充足的物质生
活，更要在生活当中多关心孩
子的精神世界，多给孩子精神
食粮。父母不要觉得孩子还小，
就可以不尊重孩子的自尊心
了。所以你要在孩子的精神世
界做长久的投资。

孩子怎样提升情商

子涵妈妈提问：您好，我家里
有一个4岁的宝宝。之前看你们的
报纸写了很多对家长实用的技巧
和方法。你们是情商乐园，我对情
商的了解就是一个孩子如果情商
高就会有自信、朋友多，那么究竟
应该怎么提升情商呢？

龅牙兔专家建议：感谢您对
我们的关注和支持。提升情商需
要从很多方面入手，其实你对情
商的了解还是有的，只不过除了
自信心和人际交往以外，情商还
涵盖了其他一些方面。比如挫折
抵抗力、同理心、情绪管理、独立
性等。提高情商的秘诀可分以下
几点：1 .充分认识自己的优缺点,
特别是性格特质；2 .学会控制自
己的情绪,不随意发脾气；3 .遇事
先思考,站在不同角度思考问题，
话在说出口前想一想；4 .学会和
不同人相处的技巧,站在对方角
度思考问题；5 .给予,帮助,用结

果证明你的能力,而不是先索取；
6 .在处理冲突时三思而后行。

孩子从小被宠好吗

小泽妈妈提问：我家宝宝还
有2个月就满三岁了，是家里的
掌上明珠，所有人都宠着她。甚
至可以说是百依百顺，她只要想
要的东西，家里一定会满足，她
有一点不愿意，无论是多重要的
事情，我们都会迁就她，会不会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龅牙兔情商专家建议：你的

担心是必要的，因为养育孩子不
仅要有对她需要的满足，还有对
她生活中一些规则的设定，如果
只有顺从，那恐怕对孩子的身心
发展都会有负性作用。最简单的
说，对宝宝百依百顺会让宝宝脾
气变得急躁、缺乏耐心、坚持性
差，她长大后做事情也会有始无
终，这样就会尝到不少失败的滋
味。

孩孩子子吃吃喝喝全全是是名名牌牌产产品品这这是是““富富养养””吗吗
专家：“富养”不单只物质，还要懂得尊重孩子

本报开通宝贝宝贝我爱你专栏，如有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
中遇到问题，可以把问题发到本报记者邮箱330447994@qq.com，
本报将联系情商专家为您解答。 本报记者 白雪

伴随着金秋九月的丰收景象，
泰安英雄山中学传来喜讯：在第十
三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中，该校参
赛选手取得了优异成绩：8人获全
国优胜奖；22人获华北赛区一、二、
三等奖；该校被大赛组委会授予

“第十三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优秀
生源基地”。王成奎等6名老师分获

“高级辅导员”、“优秀辅导员”称
号。参赛者在大赛中表现出的英语
水平，获得了大赛评审专家组的高
度肯定。

“全国创新英语大赛”是由教
育部高校学生司指导、中国高校招
生研究会主办的《高校招生》杂志
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语言
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传
媒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
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近80所
高校联合举办的。“全国创新英语
大赛”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承“推进
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逐步改
变以高考分数为唯一选才标准的
模式，探索多元选拔优秀人才的机
制，为在英语方面学有专长的同学
提供向高校展示自己才能机会”的
宗旨，得到了高校和参赛选手的广
泛认同。

据悉，在大赛中获全国优胜奖
的比赛选手可获得联办高校的自

主选拔录取考核资格。
《高校招生》杂志社和全国创

新英语大赛组委会在给英雄山中
学发来的喜报中这样描述：“在同
学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贵校的英语
教学水准之高和素质教育成果之
好。”

这次比赛取得的好成绩，不仅
为该校争得了荣誉，而且也扩大了
该校的知名度。英雄山中学的全体
师生将以此为契机，在今后的各类
比赛中争取更好的成绩，使该校走
出山东，走向全国。
(通讯员 贾其旺)

第十三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
复赛获奖奖项原高二级部（详见右
表）

泰安英雄山中学

获获全全国国创创新新英英语语大大赛赛优优胜胜奖奖

姓名 性别 班级 辅导老师 奖 项
卢成阳 女 3 王保胜 全国二等奖
李浩 男 25 王成奎 全国二等奖

吕鹏飞 男 26 王成奎 全国二等奖
李楠 男 26 王成奎 全国二等奖

武政豪 男 28 高燕 全国二等奖
吴倩楠 女 26 王成奎 全国三等奖
姜荣臻 女 25 王成奎 全国三等奖
张蓉蓉 女 24 石俊玲 全国三等奖
苏红 女 23 石俊玲 华北赛区一等奖

王俊昕 女 27 高燕 华北赛区一等奖
冯奕 女 1 李晓娟 华北赛区一等奖

王宁宁 女 27 高燕 华北赛区一等奖
赵传志 男 26 王成奎 华北赛区一等奖
孟照腾 男 25 王成奎 华北赛区二等奖
刘淑莅 女 26 王成奎 华北赛区二等奖
张志华 女 28 高燕 华北赛区二等奖
李心雨 女 7 崔凯 华北赛区二等奖
张鑫 女 26 王成奎 华北赛区二等奖

张甲元 男 26 王成奎 华北赛区二等奖
于良 男 26 王成奎 华北赛区二等奖
孙悦 女 26 王成奎 华北赛区二等奖

牛是琦 男 25 王成奎 华北赛区二等奖
刘瑞奇 女 25 王成奎 华北赛区三等奖
马孟昊 男 25 王成奎 华北赛区三等奖
侯舒雅 女 23 石俊玲 华北赛区三等奖
马晓斐 女 25 王成奎 华北赛区三等奖
张晨 女 26 王成奎 华北赛区三等奖

李增华 男 25 王成奎 华北赛区三等奖
张培琨 男 26 王成奎 华北赛区三等奖
赵杰 女 27 高燕 华北赛区三等奖

本报泰安9月29日讯(记者 白
雪 ) 近几年，犯罪分子入校袭击
学生事件屡发不止，造成恶劣影
响。惨痛的教训给全国中小学校敲
响警钟，9月25日，泰安市奥林匹克
花园小学开展了“校园防恐”安全
演习，并邀请龙泉派出所的警官来
校现场观摩、指导工作。

本次演习分“快速避险”和“紧
急疏散”两个部分。当广播传出“全
体师生请注意：遇到紧急情况，歹徒
闯进校园，请大家回到教室，做好隐
蔽”的指令，同学们迅速反应，躲到

桌子下面或教室隐蔽角落，班主任
立即关门，用坚固物品抵在门后，防
止“歹徒”进入。危险警报解除后，广
播里随即发出第二次指令“全体师
生请注意：教学楼内被投放危险品，
大家马上疏散到操场”，只见在班主
任的指挥下，同学们立即成队，五百
多名师生仅用时1分10秒全部从指
定通道就近疏散到操场，未发生一
例受伤意外事故。

龙泉派出所赵警官对本次演
习做精彩点评，对同学们迅速的反
应、果断的行动提出表扬和肯定。

随后，向同学们分别演示校园防卫
工具警棍和钢叉的用途，展示警察
出警工具防割手套、手铐、辣椒水、
刀具等，让同学们大开眼界，增长
见识，羡慕不已。

该校校长戴秀宏说，“校园防恐”
演习顺利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得益
于演习方案中周全、细致的预设和前
期充分的准备，全体教职员工应对紧
急事件时冷静、细心、快速，学生们有
序撤离与教师有效配合，学校将探索
更多的途径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

奥林匹克花园小学举行“校园防恐”演习

五五百百多多名名师师生生7700秒秒全全部部撤撤离离

本报泰安9月29日讯
(记者 白雪) 10月中旬，
泰山中学将组织“放飞十
月”学生社团展示纳新活
动。

据了解，此次纳新活
动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为目标，转变学习方式，
满足学生课余需求，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着力创
新体制机制，着力培育学
生课余意识，引导学生合
理利用闲暇时间，丰富完
善学生精品社团，为学生
提供多样化、有意义的第
二课堂，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优化学生综合素质创
设更好的条件。

此次纳新活动主要
检验和展示一年来各学
生社团的活动成果，增强
社团成员之间的凝聚力
及培养社团负责人策划
实施活动的能力，从而为

社团的发展巩固奠定良
好的基础。

社团展示活动由泰
山中学学工处、团委、社
团工作委员会组织监督。
各学生社团设计活动的
内容和时间，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

学校各社团会制作
张贴海报，通过学校网
站、贴吧、微信、校报、广
播站等多种途径宣传活
动开展情况。

据了解，泰山中学每
两年将组织开展一次社
团展示活动；鼓励支持学
生在节假日期间培育自
己的爱好和特长。努力挖
掘发展覆盖面广、内容多
样、针对性强的学生社
团，作为深入实施素质教
育的重要载体，确保社团
活动长期开展下去。

泰山中学学生社团
十月开始纳新

学 生
撤 离 到 操
场 上 听 自
护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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