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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哪家家教教育育机机构构最最优优秀秀下下周周揭揭晓晓
已收到投票282票，晓雯音乐学校呼声最高

怎么培养观察力

玉儿妈妈提问：孩子现在3

岁半，我想培养她的观察能力，
因为对孩子来说右脑能力还比
较强，多观察对她的能力发展会
有好处。可是我从哪里下手呢？

龅牙兔情商专家建议：培养
孩子的观察能力要从小开始。法
国教育家卢梭认为:当儿童还不
会走路的时候，就应当使他们认

识周围事物，重要的是使他们能
把视觉跟触觉联系起来，去学会
认识空间。因此，家长首先要多
带孩子到大自然中去学习观察。
除了让孩子观察大自然的变化，
还可引导孩子观察日常生活中
接触到的物品。在观察各种物品
的形状、特征和基本用途的基础
上，再讲出它的多种用途。这样，
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
而且还有助于开拓孩子的想象
力和思维灵活性。此外，家长还
可以让孩子观察各种图片、动植
物标本，参观画展等。

孩子爱过度表现

妮妮妈妈提问：我女儿5岁，
是个很爱表现自己的宝宝。同事
到家来串门，她又是招待客人，
又是表演节目，还把自己画的画
拿出来给大家欣赏。阿姨们一个
劲地在一旁表扬，她听了就更来
劲。我觉得是不是有些表扬过度
了？

龅牙兔情商专家建议：对

“爱表现”的孩子并非不能表扬，
而是要注意方式方法：一是要注
意表扬的范围。对于孩子理所应
当、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必事事、
时时给予关注和表扬，比如整理
玩具、自己穿衣，这些本该宝宝
自己完成的事情，我们就不必一
个劲地表扬“宝宝真棒、宝宝真
能干”了。我们要让宝宝明白：好
多事情不管大人是否看到或表
扬，都是他该做、而且必须做好
的。而对那些宝宝通过努力才完
成的事情则可及时夸赞；另一方
面，还要注意表扬的方法，让宝
宝明白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
比如可以这样表扬爱画画的妮
妮：“你画真好，小鸟的羽毛很特
别……如果下次能把颜色搭配
好些就更棒了。”

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书序妈妈提问：儿子今年三
年级了，他很聪明，但是上课注
意力不集中。跟他交流他说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控制，有什么实用

的方法可以提高孩子注意力吗？
龅牙兔情商专家建议：在小

学阶段，低年级学生主要的是要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稳定持久
的注意力是学习习惯中最重要
的一方面。此外给要孩子营造安
静整洁的学习环境。孩子的书桌
上除了文具和书籍外，不应摆放
其它物品，以免分散他的注意
力；抽屉和柜子最好上锁，以免

孩子随时翻动。让孩子在一个安
静整洁的环境中学习生活。还可
以要求孩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作业。应给孩子设置一个合理
的时间范围，让孩子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作业。注意力持续时间
的长短与孩子年龄有关：5～10
岁孩子是20分钟，如果想让8岁
的孩子持续60分钟做作业是不
科学的，要注意掌握作业时间。

如如何何从从小小培培养养孩孩子子观观察察力力
专家：多带孩子去大自然学习，观察日常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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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记者
白雪 ) 12月1日，本报公布

2014年度泰安金牌教育培训评
选入围名单，有34家教育机构
被推荐入围，截止12月8日，本
报已收到投票282票，其中晓雯
音乐学校最高，已有98票。

本报将以诚实的声音、公
正的视角、强大的影响力打造
泰安教育培训行业的权威评
选，推动教育市场的良性健康
发展。

本报根据读者推荐情况和
教育培训机构自荐情况，对候
选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资格审
查，确定34家入围。

经过持续两周的投票，共
收到投票282票，其中晓雯音乐
学校票数最高为98票，其次是
凝辉英语票数为62票，泰安国
华复读学校32票，泰安关莉舞
校票数为19票……

本报将根据所有参与读者
调查问卷中的评判，评出2014
年度泰城教育风云人物、2014
年度最具影响力课外辅导机
构、2014年度泰安金牌教育培
训机构、2014年度成绩最出色
复读学校、2014年度最受信赖
的复读学校、2014年度最受欢
迎的音乐学校、2014年度最受
欢迎的外语辅导机构。

12月16日，本报将公布最
终的评选结果，您可以把您认
为满意的教育机构发送到指定
邮箱：330447994@qq.com。

本报编辑部地址:望岳东
路中七里社区服务中心四楼。

入围的外语培训类教育辅
导机构为澳美国际英语培训、
凝辉Englishonly、济南新东方
泰安校区、泰山新东方、望岳外
语、环球雅思、道真英语、阿斯
顿英语、昂立外语。

入围的文化辅导类为滴水
同舟教育、英材教育、知金高考
复读学校、国华高考复读学校、
海天高考复读学校、新华教育、
凹凸教育、金石教育、育星教
育、金笔作文、北京神墨教育机
构、泰山未来文化培训学校。

艺术综合培训类为晓雯音
乐培训学校、印象沙画、泰山阳
光艺术培训中心、风车美术、龅
牙兔情商儿童乐园、关莉拉丁
舞培训、张奇画室、英涵跆拳
道。

综合类教育培训类为齐鲁
跆拳道馆、洪刚搏击、泰岳成人
教育、中公教育、华图教育。

““绿绿色色环环保保””征征文文上上周周六六颁颁奖奖
拿到一等奖学习机，小男生乐得合不拢嘴

本报泰安12月8日讯 (记
者 白雪 ) 11月，泰山国际
采购中心发起“让绿色为泰
安加油，绿色新动力”活动
后，小记者们积极投稿，讲述

了参观经过。12月6日，
在泰山国际采购中心，
本报公布了获奖名单
并举行了颁奖仪式，泰
安市第一实验学校张
哲豪获得了一等奖。

本报在此公布获
得奖项的小记者名单，
希望他们再接再厉。

一等奖获得者：张
哲豪，他上台接过学习
机，笑得合不拢嘴，“我

以后一定还会积极参与活
动，多写作，这对我来说是个
意 外 收 获 ，很 喜 欢 这 个 礼
物。”

二等奖获得者王安琪、
刘雨悦获得了一部MP3。

三等奖获得者白鹏飞、
刘彦同、邱贤瑞，每人获得了
一个毛绒大熊。

创意奖获得者是程文
豪，纪念奖获得者是许启洋、
孔德孟艺、张楚涵。

在活动现场，孩子们都
领取到属于自己的礼品，这
个活动锻炼了他们的写作能
力，还加强了孩子们对绿色
环保意义的理解。 获奖小记者和家长合影。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泰安国华复读学校

山东省泰安市国华高考
复读学校是北京国华教育集
团在山东投资兴办的一所全
日制专业高考补习学校，国
华集团是以教育投资管理为
主的专业教育公司，自1994

年以来陆续在郑州、武汉、石
家庄、济南等地创建了15所
专业复读学校。名师指导，资
源共享，积累了丰富的办学
经验，取得了优异成绩。累计
培养学生4万多名。学生通过
一年的复读，高考成绩都有
了大幅度提高。每年都有几
百名学生升入清华、北大等
全国一流重点大学的国华学
子。先进的办学理念和优异
的办学成绩，得到社会的认
可，受到教育权威部门的肯
定。2003年在教育系统率先
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多次被评为国家
级先进办学单位。由于专业
复读的卓越成绩，被评为“中
国十大高考复读品牌教育机
构”。

山东省泰安市国华高考

复读学校依托集团办学的强
大优势和先进的办学理念，
教学秩序稳定，已形成良好
的教风、学风和校风。办学规
模及已取得的教学成绩在省
市民办复读学校中名列前
茅。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提
高教学质量的根本。泰安市
国华学校各科任课教师来自
全省重点中学，多年送高三
毕业班的优秀骨干教师，全
部为大学本科学历以上，其
中有1名博士6名研究生，省
级优秀教师15人，其余均是
市级优秀教师、教学能手，多
年参加高考阅卷、质检、教学
和高考复习指导，经验丰富，
教师的整体水平堪称一流。
2009年学校在山东教育总评
榜中荣获“最强师资”奖。

泰安市国华高考复读学
校办学以来，深得各方厚爱，
在山东省补习业享有盛誉，
我们愿为落榜学子提供一个
师资力量强、管理严格、学风
纯正、环境优美的复读学习
场所，让学子们不再以“考不
上理想大学”而发愁，不再以

“找不到专业复读学校”而烦
恼。

凝辉英语
凝辉英语培训学校系世纪凝辉

(北京)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全球
最新版教材及最前沿的教学方法，
搭配国际先进的电子白板和多媒体
教材相结合的教学形式而投资设立
的一家少儿英语高端培训机构，该
项目的受众群体为幼儿、少儿和初
中生三个年龄段；

“凝辉英语演讲式教学法”开创
了泰城少儿英语培训界的先河，意
在终结“哑巴英语”时代！

2014CCTV“希望之星”英语风
采大赛中，泰山赛区进省参加决赛
的选手，有79%来自凝辉；凝辉反对
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法，而是在

倡导孩子们绽放自我和自主学习！
凝辉认为英语是说出来的，绝不是
枯燥无味地死记语法、硬背单词！

另外，凝辉英语力推的“演讲式
教学法”并不是鼓励孩子们疯狂地、
毫无顾忌地大声喊英语，在凝辉人
眼里，那种做法会令人性格躁动，即
便学好了英语也得不偿失！“凝辉英
语演讲式教学法”培养的主要是孩
子的发音和气场两方面内容，其中
后者包含演讲时的肢体语言、面部
表情、语音语调以及着装等。

目前，凝辉英语已在泰城东、
西、南、北分别设立了四个校区，百
度“凝辉英语”四个字进凝辉官网还
可以远程体验到部分凝辉英语老师
们的精彩授课。

晓雯音乐学校
晓雯音乐学校是以普及音乐教

育为使命的全国连锁教育机构 , 20

年来,一直专注于键盘教育、音乐综
合教育,现有160多所连锁机构遍布
沿海大城市 ,学校除温州总校外 ,山
东地区在泰安、济南、济宁、日照、肥
城等城市均有分校。学校师资实力
雄厚 ,阵容强大 ,均是来自于全国音
乐界、艺术界、师范院校的优秀精
英。学校实行国际一流的计算机管

理体系 ,科学、先进的管理体制 ,使
“晓音”步步领先。“琴技是技巧 ,音
乐素养是根本；发展传统教育,紧跟
国际潮流。”这是晓音坚定不渝的教
学方针。

晓雯音乐学校通过学习音乐培
养孩子的习惯 ,通过学习音乐培养
孩子的自信 ,通过学习音乐培养孩
子的性格。学音乐不仅仅是弹琴,学
音乐是为了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 ,

素质提高了孩子将来无论做什么行
业都会不差 ,而且懂得音乐 ,还能丰
富精神生活!

部分教育机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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