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青少年舞蹈音乐协
会山东哆哆公益慈善艺术团经过近
两年的筹备,正式在济南成立。据介
绍,中国青少年音乐舞蹈协会是世
界华人民族文化研究会下属机构之
一,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积极从事
文化、艺术领域中的探索与研究,全
面提升中华民族青少年艺术素质为
己任的组织。协会由著名舞蹈家、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
席陈爱莲担任主席,总顾问由中央
电视台原副台长、中华民族文化促
进会副主席于广华担任。

山东公益慈善艺术团将由济南
哆哆艺术学校具体组织和承办。据
介绍,哆哆艺术学校是成立于2005年
的综合性民办艺术学校,经过10年的
发展业已成为济南权威性的艺术培
训机构。随着学校的壮大,秉承着来源

于民生,服务于民生的责任,该校承办
的哆哆公益慈善艺术团,将以服务社
会,回馈社会为己任,秉着献爱心成就
教育,用艺术精彩人生的宗旨用艺术
去传递爱心,让需要帮助的少年儿童
去感受艺术的温暖。

哆哆公益慈善艺术团的校长张
珂说:“做公益慈善,简单来说就是
做好事,帮助别人,是一个企业应有
的,最基础的社会责任。慈善就是爱
心的传递,只要有爱心,慈善人人都
可以做,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做慈善,不需要惊天动地,不需要多少
金钱,有时间我们只要付出自己的一
份力量就可以帮助他人。而我们的慈
善活动除了固有的一些捐赠之外,更
核心的就是我们要改进少儿艺术教
育,让每个少年儿童都会享受美,欣
赏美,传递正能量,让艺术伴随着每

位少年儿童健康的成长。”
据介绍,2015年教育部将艺术

教育提升为重点扶持项目,并以此
做出了很多重大举措,艺术教育的
测评结果将作为中高考录取的参考
依据,并纳入学校办学水平综合评
价体系。教育部还要求各地须开齐
开足艺术课程,提交艺术教育发展
年度报告。业内专家分析认为,国家
对少年儿童艺术素质培养的任务已
迫在眉睫。师资的匮乏,偏远边区的
硬件力量不足,艺术教育意识不足
该怎么办?这也是哆哆公益慈善艺
术团发起并成立的根本原因。

为了响应国家教育部的号召,
为了提升全民艺术素质,一切从少
儿艺术素质培养的角度出发 ,自
2015年1月份开始,哆哆艺术学校慈
善艺术团,分三个团体向全社会招

募小演员。
一、招募团体类别:慈善公益合

唱团、电声流行乐团、舞蹈团
二、艺术团招募计划及要求:
(1)招募方式:免费招募,免费培

训2年,共96个排练课次；
(2)招募群体:年龄在7-16岁的

青少年儿童；
(3)招募要求:所有报名人员必

须经过专业测评,符合测评标准的方
可入团培养,培养期间无任何费用。

(4)招募人员义务:按时保质保
量完成布置安排的曲目,积极参与
公益慈善演出活动。

(5)少儿舞蹈团提供的活动机
会:☆山东电视台每年1-2次的演出
机会；☆济南电视台每年1-2次的
演出机会；☆大型公益演出每年1-
2次的演出机会；☆慈善捐赠活动每

年1-2次；☆下乡演出每年1-2次的
演出机会。

让艺术教育成为一种公益慈善
已是社会赋予哆哆公益慈善艺术团
的一种责任,作为组织方,哆哆艺术
学校也会以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其中,
让整个社会弥漫着艺术气息,让孩子
在正确的教育方式中学会分辨美与
丑,好与坏；让更多无法接触到正规艺
术教学的孩子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
欣赏艺术与学习艺术的权利。

中国青少年舞蹈音乐协会山东
哆哆公益慈善艺术团热忱期待孩子
们的加入。

提醒：由于之前三周内报名的
家长来电较多，部分电话未及时通
知，请未接到通知的家长再次致电。
报名电话：
82747711 88907711 4008605211

中中国国青青少少年年舞舞蹈蹈音音乐乐协协会会山山东东哆哆哆哆公公益益慈慈善善艺艺术术团团成成立立
招募团体类别:慈善公益合唱团、电声流行乐团、舞蹈团

进入寒假，补习班、兴趣班、
冬令营的宣传早已铺天盖地，而
家长们也已经开始盘算假期给
孩子报什么寒假班了。笔者调查
发现，各种兴趣班最受家长欢
迎，但报班也要擦亮眼睛，否则
可能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

现状

你遇到这些常见问题了吗

调查发现，如今很多的父母
都认为孩子需要进行特长教育，
很多孩子都不只报了一个兴趣
班，这些会给孩子造成压力吗？
面对这种现状，不少早期教育教
师认为最需要思考的是：孩子究
竟需不需要报兴趣班？其实，“望
子成龙”是每个父母对孩子的期
许，这个出发点当然是对的，但
是如果父母不考虑孩子的喜好，
把一些兴趣、特长强加到孩子身
上，剥夺了孩子的自由和时间，
那当然没有好处。

问题1：将孩子打造成“全
才”

一些父母想把孩子往全才
方向培养，绘画、音乐、书法、外

语……恨不得让孩子全都精通。
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教育的初
衷，甚至会让孩子形成抵触心
理，最后既浪费了时间、精力、金
钱，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问题2：选的兴趣班孩子没
兴趣

孩子天性爱玩，也许对一些
特长教育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
是父母不管不问，自作主张替孩
子选择、逼孩子学习，也不根据
孩子的特点进行筛选，完全是自
己一厢情愿。这样做不但起不到
教育的效果，反而会阻碍孩子情
商和智商的正常发展。

问题3：用“高压政策”强迫
孩子

虽然兴趣班是孩子自己选
的，可是孩子还小，缺乏足够的
耐性和毅力，当学习出现困难
时，他们就会打退堂鼓。当孩子
退缩时，有些父母觉得不应该半
途而废，就会采取“高压政策”强
迫孩子坚持，结果往往事与愿
违。

问题4：家长攀比心过重
在学习过程中，孩子的接受

程度和学习进度当然有差距，有
些家长看到同样是学钢琴，其他

孩子学得很快，就会经常用其他
孩子做例子数落自己孩子，这些
都是家长的攀比心导致的。这会
给孩子带来无形的压力，影响孩
子的学习。

建议

父母先要端正心态

孩子毕竟是孩子，对他们不
能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应该
根据他们的心理特点加以引导。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期望的结果，
无论是挑选兴趣班，还是在学习
的过程中，父母要端正自身的心
态，多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考虑。

学习一项技能是需要花费
一定时间和精力的，孩子年纪还
小，有时候不能够坚持也是正常
的。所以，当孩子出现退缩时，父
母要适当地进行鼓励，积极帮助
孩子发现自己的亮点，增强孩子
的自信心。

在教育的过程中家长要注
意自己的方法，做到张弛有度，
努力给孩子营造一个快乐的学
习环境，让孩子在玩中学，这样
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寒寒假假兴兴趣趣班班你你给给孩孩子子报报对对了了吗吗？？

2月8日，素有亚洲教导记忆
技巧先驱之称的叶瑞财博士将来
济教授快速记忆及学习的方法。
给泉城学子一个近距离接触“世
界记忆大师”的机会。届时，上
千读者将亲身体验“最强大脑”
的神奇魅力，并于叶瑞财博士的
现场演示、解读中一窥“天机”
一一记忆是有方法的，而且方法
并不难！本场讲座将于周日在山

东政协大厦维景大酒店举行，家
长可到金龙大厦(泺源大街229号)
21层2111室领票。注：门票为免
费亲子套票(仅限一名学生和一位
家长)为了避免已领票者当日缺席
造成资源浪费，没领到票的家长
和同学却因无票不能参加，故领
票时需交100元押金，讲座当天准
时出席者凭盖章门票收据原数退
还。

叶瑞财博士“超强记忆法”本周末开讲

上课注意力不集中；急躁、
爱发脾气；逆反，不听话；自控
力差，做作业磨蹭拖拉；不合
群，总与他人产生冲突或被孤
立；容易退缩，不愿争取、缺乏
目标和上进心；做事半途而废，
持久性和意志力差……还想让孩
子这些状态重复上演吗？

情商能力决定孩子学习力

几乎80%以上的小学生，都
会存在以上一个或多个行为表
现。而这些表现都体现了孩子的
情商能力，情商能力在90%的程
度上影响着孩子的学习力。尤其
对于小学生来说，日益复杂的课
业压力，社会攀比、父母的高期
望以及同伴间的人际交往，让7-
12岁的孩子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情商助孩子解决成长困扰

不管是自信心，还是挫折抵
抗力和自我管理等能力，都属于
情商能力的范畴。这种内部动力
一旦形成将会陪伴孩子一生，足
以应对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

成长的路上少不了各种难
题，及时为孩子补充成长内动
力，提高自信心、情绪管理、人
际交往、自律、责任心、问题解
决、同理心、独立性、挫折抵抗
力九大方面的能力，让孩子少走
弯路，快乐无碍成长，才是父母
真正负责任的做法。

“小学全人”提升集训营，

专为7-12岁儿童量身打造

“小学全人”提升集训营，
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情商课程。这
个寒假，济南龅牙兔持续推出此
活动，报名持续火爆。通过短期
内科学系统的情商课程训练，帮
助小学生提高自信心，学会自我
改善不当情绪行为及自我调节压
力，掌握人际交往的实用技巧，
更加专注于快乐学习、生活……

2015加拿大游学童军开始报名

成长，最重要的课程不在教
室里，也不在家里，而是行走在
游学的路上！

2015龅牙兔第6届加拿大游学
童军开始报名。只要7-16岁儿
童，都可跟随龅牙兔一起，参观
世界名胜景点,插班国际课堂，在
北 美 顶 尖 学 府 S t . G e o r g e ' s
School，和各国学生交流；还有
丰富多彩的晚间活动，机器人大
赛，创意体育，玩转摄影HI翻
天……更有良好的签证记录和证
书，为申请留学增加筹码！

龅牙兔经典情商课程：0-3
岁布丁情商亲子课\3-6岁情绪E
乐园\7-12岁EQ高手训练营
咨询热线：
82061019 18560100168

情商助小学生提升学习力

培养好习惯

“外教+中教”5天全英语课

时，让你的孩子爱上英语！

英语学习最大的困难莫过于
孩子没有兴趣。孩子为什么没有兴
趣？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课堂中，
英语被当成了抽象的知识来教，并
以书面测试的形式来考核。英语学
习，关键在于听说先行，这是语言
学习的基本规律，只有让孩子体会
到英语可以交流了，才可以逐渐
树立英语语感，成功的交流不在
于语法知识是否正确，而是信息
传递是否能够成功。“儿童小
镇”主题冬令营，让孩子在外教
的带领下，学习英语生活中的语
言，感受英语原汁原味的交流，
让孩子体验学习说英语的快乐！

Kids Town(儿童小镇 )主

题，贴近现实生活

没 有 L i L e i ，没 有 H a n
Meimei，您的孩子就是“儿童小
镇”的主角，让英语的学习，不
是在说别人的故事，而是来表达
自己的内容！消防、邮局、学
校、警察局……儿童小镇结合各
方面的社会生活，各种职业，让
孩子在工作，学习等各种现实生
活的情景下，用英语去进行各种
社会交往，解决所需要遇到的各
种问题，学习真实生活情景下的
句子！让英语不再抽象!

英语话剧，故

事中以表演方式说

出英语

故事，是孩子学
习中必不可少，而又
最便捷的方式。再抽
象的道理，只要穿上
故事华丽的外衣，就
映刻在孩子心灵上，
成为孩子心灵坚实的
底色。英语小剧场，让
孩子体验故事中的角
色，记忆并且说出长句子，真正
练习孩子的英语语言能力。

作业辅导，及时的督促和

帮助，让孩子的作业不落下

寒假作业是孩子寒假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不少家长
头痛的事情。孩子不爱写，督促
不管用，写作业不投入……贪玩，
是每个孩子的共性，孩子当然要
有玩的时间了！“文武之道，一
张一弛”，孩子既要有轻松玩的
时间，也要有紧张写作业的时
刻，来冬令营，带上孩子的作
业，让孩子在集体学习中，在作业
的氛围中，完成自己的任务……

服装秀、兴趣手工，在英语

中玩出水平

孩子爱玩，要玩得出水平，要

玩得出道理。服装秀，创意手工，要
让孩子充分发挥天生的艺术家的
才能，施展自己的创意，在竞争和
比赛中创造出自己的作品！
各校区垂询电话：
领秀城校区
咨询：0531-66620101

地址：二环南路鲁能领秀城商业街
统一银座3楼
阳光100校区
咨询：0531-66620505

地址：阳光100三期G9北侧独楼
泉城校区卡由英文馆
咨询：0531-86010521

地址：泺源大街29号圣凯财富广场
三楼305室
全运村校区
咨询：0531-61310101

地址：高新区全运村户外健身小广
场对过

思思乐乐特特55天天““儿儿童童小小镇镇””英英语语主主题题冬冬令令营营招招生生
冬令营日期：2月9日-13日或3月2日-6日

时间：上午9：00-17:00 (中午两小时休息，视情况可在校午餐午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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