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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拿拿大大新新移移民民项项目目2200天天获获提提名名
专刊记者 王伟凯

自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宣
布关闭以来，很多国内移民申
请人以为加拿大移民已经关
闭，事实上，作为以移民为基本
国策的国家，加拿大移民政策
以其多样化而著称，特别是一
些加拿大本土的经验类移民项
目，成功率高、实用性强、政策
宽松，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日
前，兆龙移民凭借独家本土优
势，推出全新政府就业培训与
移民项目，该项目申请门槛低，
提交移民申请后，最快20天即
可获得提名。

据兆龙移民顾问集团烟台
分公司总经理李玉梅女士介
绍：“魁北克经验类移民政策将
学习与移民相结合，参加由加
拿大政府开办的就业培训达到
要求即可获得经验类移民提
名。只需体检和背景调查通过
即可获得加拿大绿卡。加拿大
政府提供20天即可获得提名等
待时间，远快于一般加拿大技
术移民一年半的审理周期。申
请人只需花费很低的价格，即

可获得一项专业技能、全家绿
卡、以及一份专业工作，可谓一
箭三雕。”

李女士说，由于该项目是
由加拿大魁北克省最大的英语
公立教育局在蒙特利尔和中国
两地进行就业技能培训，因此，
项目在安全性问题上无需担
心。同时，由于加拿大就业市场
对于这类人才需求较大、较急，
因此，该项目审核速度快，申请
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绿
卡。

该项目申请门槛比较低，
年龄要求在16-35周岁，有一定
英语语言基础即可，学历不低
于中专及高中，无需相关专业
背景及经验的要求，再加上其
花费很低，使此项目受很多工
薪阶层家庭所青睐。

李女士介绍说，该项目有
很多其他移民项目没法比拟的
优势，申请者可以一步到位获
得枫叶卡，无需面谈；省提名快
速审理，最多20天获提名，远优
于其他技术类移民一年半的等
待期；申请者拿到枫叶卡后可
继续上学，享受本国学费收费

待遇；该项目对申请者无法语
要求，申请者每年有三次入学
机会，分别是1月、4月和9月，毕
业后可获国家级职业资格证
书，使得申请者更加容易就业，
并且工作待遇高；申请人配偶
可申请工作签，其子女享受免
费教育，本人和配偶家属享受
加拿大全部福利。

该项目培训课程主要开设
以下专业：计算计支持、焊接装

配、零售鲜肉加工、住宅及商业
建筑制图、电信设备安装和维
修、专业厨师+品酒技师、汽车修
理、室内装修设计、护士助理等。

据兆龙移民顾问团队介
绍，这些专业中，计算机支持、
住宅及商业建筑制图、电信设
备安装和维修等专业正好符合
我国规模庞大的技术类移民申
请者的需求，预计名额将很快
爆满。

10月25日上午，在世茂广
场西门，本报读者节将与读者
们再次相聚，作为本报的小记
者当然不能缺席如此重要的
节日，为此本报特邀请小记者
们到读者节现场举行“我为

《齐鲁晚报》作幅画”活动，小
记者们在读者节当天可到现
场用手中的画笔画一幅精美
的画卷，既可以绘出你与本报
的故事，也可以画出你心目中
的《齐鲁晚报》，用自己的画作
表达对本报的祝福或与本报
一起成长的故事。

同时，爱好书法的小记者

们还可以现场向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的后裔王滋麟、莱山区
书协副秘书长姜惊涛、莱山区
书协副主席王宁波请教书法，
并有机会获得他们的墨宝。读
者节现场还将为小记者们呈
现有趣的剪纸艺术、击剑表
演、跆拳道表演、魔方高手表
演等，相信小记者们会在本报
读者节现场度过一个难忘的
周末。

活动时间：10月25日9:00

活动地点：芝罘区世茂广
场西门

报名电话：18660095750

用上百个齿轮、传送带、
电池，组装成机器人，再编写
一个相对简单的电脑程序，你
打造的机器人就能爬桌子、也
能帮你扇扇子。如此动手、动
脑相结合，游戏、学习相结合
的趣味体验，将在本周日下午
由烟台艾瑞特机器人俱乐部
呈献给小记者们。

烟台艾瑞特机器人俱乐
部采用乐高机器人教育产品，
通过学习机器人组装来培养
孩子动手动脑和创新型思维
方式。乐高是源于丹麦的国际

知名“教玩具”品牌，乐高与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
室合作，其“教玩具”被评为20

世纪改变世界的100项发明之
一。小记者周末可以在艾瑞特
机器人俱乐部通过配套零件、
插接积木等系列教具，把抽象
的物理、数学、计算机知识形
象为齿轮、电源、传送带、计算
机简易程序，在玩耍中学习。

活动时间：10月26日14:00

活动集合地点：芝罘区世
茂广场西门

报名电话：18660095750

为为《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作作画画

小记者活动

周周末末学学““造造””机机器器人人
周日下午两点，世茂广场西门集合

幸福，其实是内心生命的
感悟，是心灵的体验。有人说，
幸福是天上的彩虹——— 虚无缥
缈，是水中的月亮——— 似有实
无。我觉得幸福是实实在在的，
每天都在身边，在平平淡淡的
生活当中。我幸福，我是一名老
师。我幸福，我有五十多名孩子
每天陪伴左右；我幸福，我是五
十多名孩子的妈妈；我幸福，每
天都能看到天真灿烂的笑脸；
我幸福，我跟孩子的心一样纯
洁，充满童真。

幸福的老师，把教育作为
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职业。

职业就是一个谋生的工
具，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
去做的一份工作，有着很多的
无奈。事业意味着一个人的追
求、梦想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而孜孜不倦的探索实践过程。
我们经常听说“职业倦怠”但
从没听说过“事业倦怠”。我一
直将教师作为我终生的事业。
为了信任我的家长，为了爱我
的孩子，累并快乐着。这是一
名教师专业成长的思想基础，
也正是一名幸福老师的起点。

幸福的老师，要做到“心
胸宽大、仁慈博爱”。这句话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工作中我
们经常听到“某某学生真难

缠，天天捣蛋，不好好上学”、
“某某家长不讲理，就知道到
学校来闹老师”。其实调皮的
学生不一定是讨厌的学生、闹
事的家长不一定是不讲理的
家长，造成矛盾的原因是因为
没有进行沟通。孩子没有自控
能力，他们很多时候做事只凭
兴趣或者一时的心血来潮，用
成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要求他
们？显然不合适。当我们感觉
孩子调皮难教育时，通过和孩
子沟通我们会了解孩子的兴
趣爱好、特长、性格，从而为孩
子量身定做适合他个人的学
习计划，也许你会因为孩子的
改变而变得幸福。至于家长，
相信他们和我们的心是一样
的，都是为了孩子。从这样统
一的出发点、站在对方的角度
多想想，来理解家长，那么我
们就不难用宽阔的胸怀来对
待他们了。很多幸福的感觉是
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以
后，自己内心能够理解、能够
宽容后而得到的。

我幸福，我是一名人民教
师。幸福，无时不在、无处不
在。用一颗宽容的心、博爱的
心去看待、处理工作和生活中
的每一件事，你就会成为一名
幸福的老师。 (宋丽娜)

我我是是人人民民教教师师，，我我幸幸福福

烟大附中：

多方位开展安全教育

近日，烟大附中组织开展秋季
安全教育活动，提高师生的安全意
识和自护自救能力，确保师生在校
期间人身安全。学校通过集会活
动、班队活动等形式上好安全课，
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学校还
进一步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和应急
措施，提高应急能力，确保一旦发
生突发事件能够妥善应对、科学处
置。同时把应对自然灾害和防范校
园伤害作为重点，开展安全应急疏
散演练活动，全面提升师生应对危
机的能力。

通讯员 任冰冰 石艳丽

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

开展节约教育活动

近日，借助“世界粮食日”的时
机，烟台开发区八角中心小学强化
并细化了系列常规性的节约教育
活动：组织各班级签订“节约每一
粒粮食”的倡议书，师生共签、家长
学生同签，警醒大家，资源有限，节
约无限，养成节约习惯，人人终生
受益；开展“光盘”活动；要求学生
都做小小节约宣传员，将节约意识
带回家，带到每一个用餐地，不仅
自身要做到处处节约，也要将节约
的好习惯带到每一个地方。

通讯员 宫彩玲

莱山中心小学：

帮助学生缓解考试焦虑

近日，山东工商学院的学生来
到莱山中心小学，陪伴孩子们走了
一段“心路历程——— 怎样缓解考试
焦虑”。引领孩子们认识了阶段性
质量检测的一般性，了解了自己在
考试时的焦虑状态及表现。学会了
缓解焦虑的方法，如：宣泄法、音乐
疗法、自我暗示、改变认知等。孩子
们在心理健康的“心路历程”上又
迈进了坚实一步。

通讯员 陈秀霞

长岛县第二实验学校：

教师关注学生生活

长岛县第二实验学校本学期
迎来了上学需要乘船一个多小时
的来自大黑山岛的6名新生。为了
让孩子们更好更快地适应集体生
活，班主任亲自教孩子们整理内
务，陪孩子们到食堂吃饭；放学后
还要和孩子们回宿舍谈心交朋友，
联系家长交流孩子在校的生活学
习情况；晚上到宿舍关照孩子们睡
眠以及个人卫生。双休日，班主任
还带着孩子们回自己家里吃饭，带
孩子们去洗澡；孩子们病了，老师
拿来了药和热水送到学生的床前。
孩子们说：“老师就像妈妈，学校就
是我们的家！”

通讯员 张爱荣 梁春梅

鼎城小学：

科普百校行走进鼎城小学

近日“山东省青少年科普报告
百校行”在烟台市芝罘区鼎城小学
举行，山东发明协会会员、山东省
十大青少年校外科技教育专家陈
明泉老师，在烟台科技馆相关人员
的陪同下，来到芝罘区鼎城小学，
为该校师生奉献了一场精彩的科
技讲座。整场讲座历时2个小时，内
容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不仅
有效地启发了学生的科技兴趣和
求知欲望，更为推动我校科技创新
活动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讯员 宋艳辉 蒋丽萍

校园播报

为打造充满书香的“阅读型校园”，形成具有实小特色的文化
底蕴。烟台开发区实验小学几年来一直在进行读书漂流活动，此活
动得到了广大师生的大力支持，活动气氛热烈。图为烟台开发区实
验小学的学生在认真阅读。 通讯员 王晓妮 吴海荣

让知识因传播而美丽

近日，烟台开发区大季家中心小学三年级举行了纽扣画制作
活动。大大小小的纽扣，在学生独特的创意构图之余加上补一补画
一画，剪一剪贴一贴的辅助手段，组成了一幅幅漂亮的作品。 通
讯员 丛彩艳 季景兰

小小纽扣制成画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风景

校园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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