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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即将结束，翻开风塘少儿
做满标注的日历牌，收获累累硕果。

电视少儿才艺大赛、美术小考级、
情景课堂、孩子集体看话剧，亲子安全
教育、活动丰富多彩，广受孩子欢迎。

11月，风塘少儿山大路校区“百花
公园深秋拾彩”大写生活动举行，QQ
班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搜集公园
里的多彩树叶，在老师的指导下拼贴
出各种有趣儿的图画，百科班的小朋
友们则着手风景创意绘画，跟大自然
沟通，运用各种彩笔，绘制园中的植物
和古建筑。罗丹基础班的大朋友们更
是不简单，用黑白速写来展示大自然
秋季的独特魅力。12月，风塘少儿将发
起“纸鹤送平安”的活动，将孩子和老
师折好的黄色纸鹤在平安夜的大街小
巷派送。

在风塘少儿学习的孩子们一致认
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大城堡，在这里
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创作
灵感！可不要以为小孩子就不懂得什
么是“灵感”，其实小孩子可是很有灵
性的，从出生开始每个孩子都是“小天
才”，只是后来有一部分的“小天才”被
传统教育变得平庸化了，只有少部分
孩子的才能被保留了下来。但是，来到
了风塘，只要你敢天马行空、喜欢幻
想，风塘的课程就能极大的满足你对
缤纷生活的小渴望；这里的课程每次
都会带给小朋友新鲜感，并能激发出
小朋友的创作灵感。

风塘艺术教育品牌诞生于2001年
10月，由毕风塘老师于鲁迅美术学
院毕业后在济南创办，联合中国少

儿造型学会、德国德艺文化集团等
开展了一系列国际化的研讨和活
动，发展至今已经是国内艺术教育
培训知名品牌。

风塘少儿艺术教育，确信每个孩
子独一无二的，鼓励孩子，给孩子提供
展示的平台。教育的艺术不在于传授
知识和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
舞。为了让孩子能不断的从肯定中进
步，我们在教学中合理穿插了展览、比
赛、活动、考级等激励板块。让孩子们
在心中提升自我，保持兴趣。电视、互
联网、报纸、电台、美术馆等即将是风
塘少儿的展示平台，组织参加国家、
省、市各级有品质的比赛和展览。同
时，省际交流，港、澳、台及国外夏令营
及访学都将纳入风塘少儿艺术教育的
激励体系。

联系我们：www.ftse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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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路口西北角艺高学苑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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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济南伊顿幼儿园
举办的2014年圣诞音乐会在
东都国际酒店礼堂举行。济南
市市委、济南市外企协会、高
新区社会事务局等有关领导
和嘉宾出席了音乐会。新加坡
伊顿幼儿园的校长周奉杰为
音乐会致词并送上祝福。据了
解，本次音乐会主题为《圣诞

狂欢我做主，中西文化全接
触》，孩子们在节日的快乐氛
围中，尽情展现自我，感受西方
文化。音乐会上中西文化紧密
融合，得到了各界领导的亲切
关怀和大力支持，受到了广大
家长的热烈欢迎和强烈好评，
收获了所有幼儿的健康快乐
和茁壮成长。

风塘少儿：艺术启蒙的起点

圣诞铃儿响叮当，伊顿宝宝欢庆忙

幼儿美术启蒙 兴趣先行
美术有助于孩子的创造力培养，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画画
能力，然而家庭教育中，对于美术启蒙
仍然存在不少误区。专家建议，不要过
于纠结孩子所画的究竟是什么，要尽
量让孩子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发挥，尊
重孩子的意愿和兴趣。

□本报记者 张静

幼儿美术启蒙可以更天马行空

不少家长在群中交流，更多纠结
于哪家孩子画得像，哪家孩子画得多，
甚至孩子画画时注意力是否集中都成
为家长们讨论的话题，对于，山东艺术
学院一位教授建议，家长不要过于去
纠结孩子所画的究竟是什么，要尽量
让孩子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发挥，也不
要强迫孩子具体去画什么，要尊重孩
子的意愿。更不要让孩子不停地进行
绘画，以免让孩子产生排斥。

风塘少儿培训学校校长毕风塘表
示：“自由是儿童画的精髓。对于幼儿
美术启蒙，家长最应该做的是保护和
延续这种画画兴趣。一般来讲，3-5岁
幼儿画画，抒发的是情绪，画画是一种
乐在其中的游戏，也是一种儿童语言
的表达。5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尝试接
受有主题的多学科绘画，比如海洋、沙
漠、森林等。”

毕校长建议家长，不要用成人专
业或者非专业的眼光轻率评价孩子的
作品，更包容地与孩子沟通绘画作品
中的思想和创造。只要孩子画画的兴
趣在，就可以一直画下去。

绘画学习要注意生活积累

“我的女儿很喜欢画画，但是我发
现她总是模仿别人的。”宋女士的女儿
4岁了，已经在一家培训机构学习画画
一年多了。孩子绘画的兴趣虽然很高
涨，但是总是局限在模仿。

专家建议，如果孩子画画喜欢模
仿，与孩子缺乏生活经验和对生活的
观察积累不无关系。老师说画春天，他
的头脑中没有春天里鸟语花香的自然
景象，建立不起与春天相关的具体影
像，因此在绘画创作时就需要看看别
人是怎样画的；盲目崇拜信赖，有的孩
子并不是自己不会画，而是十分崇拜
自己的同伴、老师，把他们的作品当作
自己的标准或典范，总觉得“别人画得
比我好”，认为只有模仿别人才能画出
最好看的画；胆小谨慎，这类小朋友做
什么事都小心翼翼，画画时不敢越雷
池一步，生怕画错了，觉得只有模仿别
人画出的作品才最保。同时，这也是一
种思维惰性，绘画过程中，需要积极地
调动思维想像，创造、整合各种经验，
才能画出好画。可偏偏有的孩子不喜
欢动脑筋，思维存在惰性，看别人画什
么自己就画什么。

美术启蒙要调动孩子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点燃孩子的
绘画激情，关键是调动他们的兴趣。

“除了教学方法外，在绘画工具上也可
以动点脑筋。”毕风塘介绍说，“传统的
幼儿绘画，基本上以水彩笔、蜡笔为
主，但如果用上水粉笔，效果肯定不一
样。如果再换一下纸张呢？如果再换一
下绘画环境呢？如果家长多一些鼓励
和欣赏呢？此外，调动孩子积极性，还
可以运用手工、泥土、纸工等多种形
式。孩子兴趣上来了，画画自然投入、
认真，就容易出好作品。”

近日，由山东民办教育协会学前
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山东汇美合正
教育(集团)及台湾财团法人幼儿教育
基金会承办的海峡两岸学前教育研
讨会在济南召开。来自大陆和台湾多
所高校和幼儿教育研究机构的学前
教育专家、学者等约200余人参会。会

议以“海峡两岸学前教育资源共享与
发展”和“0-12岁‘四位一体’优质教育
社区服务计划”为主题，围绕学前教育
政策研究、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0-3

岁儿童早期教育、学前教育师资培养
等专题，展开广泛交流与深入探讨，
以促进两岸学前教育的共同发展。

“海峡两岸学前教育研讨会”在济召开

寒假吹响集结号，Happy
学习两不误！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国内企业也更加看重
应聘人员的海外留学经历。越
来越多的学员走上了“考托、考
鸭(雅)”一族。但相信对于备
考的雅思考生来说，了解雅思
考试变化，是备考的基础，那
么雅思考试现在又有哪些变
化呢？启德学府济南分校现应
广大学子要求于2014年12月
2 1日举办雅思盛典活动，此
次特邀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
处雅思考试中心的王双老师第
一时间带来2015年雅思考试最
新动态，最权威的官方代表为
您解惑答疑，让学员进入名校
不再是噱头。

喜讯

熊同学在我们学校学习
两段雅思白金班课程+考前
VIP专辅课程后喜获听力满
分，总分8分成绩，并获得我校
高额奖学金

活动目的：帮助即将参加

雅思考试的学生能够更好地掌
握雅思考试最新变化

活动嘉宾：光大银行

精彩看点

1、2014雅思考试写作考题
总结;2、2015年雅思考试最新
动态;3、以实例重点突出展示
中西方论证思维的差异;4、从
语言能力和写作逻辑思维帮助
学生如何避免中式思维造成考
分低的软肋。

奖项设置

一等奖：2000元代金券;二
等奖：1500元代金券;三等奖：
1000元代金券

雅思、托福、SAT课程全年
底最低优惠，仅限活动当天现
场，还可参与抽奖一次

到场均可获：《最新雅思
机经》

【济南启德学府四大优势】

1、名师团队高分保证。
启德学府由李朱先生创办，

培训血统最正统、历史最悠
久，拥有最专业的雅思教学
及研发团队，名师授课，确保
雅思高分！

2、体系完善层层递进。启
德学府构建了业界最为完善的
课程体系，济南雅思培训基础
课程、强化课程、突破课程、阶
梯式培训让每一步扎扎实实!

3、紧扣考点强化技巧。通
过授课提升考生听说读写技
能，全面扫清学习障碍，夯实雅
思基础，紧扣考点权威解析雅
思应试技巧，强化应试思维!

4、小班授课班主任制。济
南启德学府采用小班制，保证
授课质量与听课效果，同时配
备固定班主任，负责服务、监
督，并与教师沟通，使教学更切
合实际!
活动时间：2014年12月21日14：00

活动地点：济南市千佛山路6号
学府大酒店A座3层立功厅
预约电话：0531—82960666—2

微信预约：qidexuefu

公司网址：www. 91lx.com/jinan

启德教育2014年度雅思盛典

资讯

□本报记者 王婷婷

职业规划兴趣是关健

“选择会计首先要对会
计感兴趣，对数字敏感，性格
相对来说细致一些。”李嘉
禾分享选择会计的初衷时
谈到。“而选择了公共会计后
又选择了税务专业主要是考
虑到公共会计难度大，挑战
性大；而做税务的话，每一个
案例都是千变万化独一无二
的，每一个新的项目都是一
次新的学习过程，税务的法
律法规也在不停地变化，而
我很喜欢这种不断学习不断
提高的过程。另外我对公司
税务和资产管理方面也很感
兴趣，这就是我选择税务的
原因。”

志愿、社团活动提分可观

很多留学生刚到国外并
不是很放得开，交流上的障
碍和文化隔阂都比较明显，
但是通过多参加活动便可以
让性格变得更加开朗。另外
社团活动也会让学生学到为
他人着想、怎样更好地了解
别人的需求进而多去帮助他
人，尤其会计是一个服务行
业，客户的需求永远是第一
位的，从志愿者和社区活动
的经历里可以加深对客户服
务的理解。

当问到如何向面试官展
示这些经历时，李嘉禾介绍
道：“因为美国是一个很讲究
对社区贡献的社会，通过这
些校外活动，HR会觉得你是

一个乐于奉献的人，是一个
精力充沛的人，也是一个可
以与他人可以友好相处的
人。在会计岗位的招聘过程
中，HR非常看重你是不是
可以和团队的其他人磨合
合作得很好，因为他们会觉
得如果你技能不够的话，他
们可以教你，但是如果你性
格不好的话，他们就无能为
力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最
看重的是你性格如何、能不
能很好地融入这个团队，其
次才是经历与能力等等。”
另外，在本科时李嘉禾在华
尔街一家公司做会计实习
的经历也让他提高了自己的
专业技能，使他对企业会计
每一项工作都有了大致的
了解，实习中通过和不同文
化背景的同事的交流工作
也让他提高了人际关系处
理能力并感受到了公司文化
的多元化。

模拟面试快速拉伸能力

通常在正式面试之前都
会建议同学们进行模拟面
试，在模拟面试中进行能力
拉伸，差缺补漏，李嘉禾给出
经验三条。第一是面试时给
出的答案一定要有很多细
节，要非常具体化。网络上随
处可搜的面试答案和模板会
比较空洞，如果可以给出一
些具体的细节，面试官会觉
得这样的故事非常生活化、事
例很鲜活，而他们也会有兴趣
问更多问题。第二是回答一定
要有逻辑，因为面试时紧张，
很多人的回答都会稍显混
乱，此时一定要放轻松，把握

自己说话的逻辑。第三是一定
要有自信，面试时面带微笑，
让面试官觉得你可以胜任这
份工作。另外，有时候面试官
不一定要问你简历上的问题，
但是他们会通过聊天交谈来
了解你的性格，看你是不是
一个随和好相处的人。专家
建议针对不同的面试官，应
该有不同的面试策略，对于
比较健谈的面试官，在面试
中要表现出乐于聊天乐于交
流；但是对于相对内敛的面
试官，就要更多地表现出专
业稳重的一面。

CPA考试应为重中之重

CPA考试是会计行业
对于学术能力最权威的证
明，如果可以通过考试你就
可以向公司证明你在专业方
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剩下
的问题就只是向公司展示你
的性格与软实力是否匹配
了，所以通过了CPA的考试
再找工作应该也会容易很
多。而且CPA考试的通过率
并不低，考试又是中国学生
的强项，所以同学们更应该
把握自己的优势来证明自己
的学术能力。建议最好可以
在工作之前把CPA考完，一
年之内如果能考出来是最
理想的。它每一部分考试的
要求都有所不同，针对不同
的考试要求复习的侧重点
应该相应地加以调整。最
后，李嘉禾同学建议求学最
终为了求职，像网申、简历
和面试每个环节都得准备
充分与精细，求职才拿到比
较理想的结果。

出国留学人数的持续增长，海外院校申请的激烈竞争，求职场上的你追我赶，时刻考
量着留学生们求学海外的各项指标。日前，一位三年本科毕业，GPA3 . 8+，残奥会志愿者，华
尔街公司实习，并已经拿到安永税务工作的李嘉禾同学，将为准备求学海外的学子们揭秘
四大之一安永EY的面试招聘流程，解读进“四大”成功经验，分析会计行业的职业发展，分
享求职道路上真实的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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