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4 教育 2015年3月3日 星期二 编辑：马杰 美编/组版：史晓杰 今 日 烟 台>>>>

宝宝宝宝快快速速融融入入幼幼儿儿园园有有妙妙招招

放学少提幼儿园

对于特别焦虑的孩子来
说，“幼儿园”三个字要少提。
对于刚入园的孩子来说，每天
回到家里是很高兴的事，这时
候家长不要和孩子说“今天在
幼儿园哭没哭”“老师对你好
不好”“明天去幼儿园不哭给
你糖吃”之类的话，这些话对
于孩子的情绪是一种不良暗
示，这样一来会更加强化孩子
焦虑的情绪，尽量不要提“幼
儿园”三个字，不要过于强化
让孩子焦虑的环境，可以陪孩
子玩他感兴趣的游戏，让孩子
从焦虑情绪中走出来。

不要用谎言骗孩子

有些妈妈把孩子送到幼
儿园，怕孩子哭闹，往往编个
理由，告诉孩子“妈妈上厕所，
一会儿就回来”，然后把孩子
一扔就是一天，孩子还可怜巴
巴地等待妈妈回来，这种做法
不妥当。对于初入园的宝宝而
言，很少离开家长身旁，陌生
的环境本身就让孩子缺乏安
全感，此时他最依恋的人也让
他得不到安全感，会加重孩子
的焦虑情绪。

不能心软接回家

一些家长，尤其是老人，

一看到孩子哭就心软了，想算
了，今天先抱回去，下次再来
吧，有这么一次开头就坏了。
这样的暗示可能会导致孩子
焦虑心理时期过长。如果孩子
比较依恋某个家庭成员，那么
在送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尽
量避免由这个人送，最好换个
人来送，一旦开始送孩子上幼
儿园，就要坚持让孩子每天都
去，形成规律，不是生了严重
的病，不要留在家里。要让孩
子觉得上幼儿园是一件非常
自然的事情。

从吃喝作息等方面进

行培训

对于低年龄段的宝宝来
说，虽然语言能力不够，但在
家里像众星捧月一般，他的需
求都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进
入幼儿园后对于自己的欲求
他不会表示，无法沟通，从而
引发对幼儿园的抵触情绪，家
长应从吃喝作息等方面对宝
宝进行培训。

作息：作息时间跟幼儿园同步

为了让孩子更适应幼儿
园生活，作息时间应与幼儿园
保持同步，家长需要有意识地
来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为了
让孩子慢慢适应，一般这项训
练需要提前几个月来进行，准
备秋季入园的家长，现在就该
开始准备了。

吃：训练孩子用勺

对于低龄宝宝，幼儿园老
师会喂宝宝吃饭，但有时候孩
子多，老师可能无法顾及到每
个人，专家建议家长，在家里
要训练孩子用勺吃饭，最好不
要用易碎的瓷质勺，刚开始宝
宝的动作可能不规范，更可能
把饭菜吃得到处都是，家长要
多鼓励孩子，让孩子能够独立
吃饭。

喝：从奶瓶过渡到杯子

和家里不同，在幼儿园小
朋友都用水杯喝水，因此在上
幼儿园之前，家长有必要帮助
孩子从使用奶瓶过渡到使用

杯子的阶段，为了激发孩子的
兴趣，家长可以给孩子选择一
些有漂亮图案的杯子，并且要
轻便而且耐摔，最重要的是要
适合宝宝来抓握。训练孩子的
时候，要少倒一些水，帮助孩
子控制杯子的倾度，避免孩子
呛到。

如厕：会用小便盆

两岁以后的孩子，应该训
练他使用小便盆独立完成大
小便。虽然幼儿园的老师会定
时安排宝宝们如厕，但是作为
家长，也要训练并鼓励孩子使
用小便盆，不能等到老师安排
才知道要如厕，这样才能够更
好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许多孩子在学习中注意力不集
中，影响了学习成绩，为此家长忧心
忡忡。实践证明，从小培养孩子集中
注意力的习惯对孩子日后的发展和
成才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习上如果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往往忽略老师
讲课的重点、难点；在考试中稍一走
神或一粗心，错误必将难免。

从幼儿开始训练

培养孩子的注意力应该从幼儿
阶段开始，培养方法应符合孩子此
时身心发展的的特点。给一两岁的
孩子讲故事，故事要短，语言要符合
儿童的特点，给他们看的图片要色
彩鲜艳。如果是三四岁的孩子，家长
可以和孩子一块做一些持续时间较
长的游戏。讲的故事应该生动有趣，
有一定故事情节。对五六岁的孩子，
家长可以提出要求让他坚决按时完
成某项工作；家长讲完一个情节较
复杂的故事让孩子复述；教孩子唱
歌，练习画画，都有助于培养幼儿的
注意力。

在小学加强训练

由于当前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
高，孩子在游戏的时候，手的复杂动
作减少，也很少动脑，他们总是从电
视、电脑中寻找乐趣，在日常生活中
极其缺乏提高注意力的活动——— 劳
动。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是不利于
培养孩子注意力持久性的。因此，家
长更应该在小学阶段加强孩子注意
力的培养。

明确目标培养兴趣

首先要让孩子明确学习、奋斗
的目标，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目
标。只有让孩子明确了远大的目标
(更有乐趣、有价值、有实现的可能)，
才能培养其注意力。其次要培养孩
子稳定而广泛的兴趣。“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孩子一旦对某一事物发生
了兴趣，就会集中注意力，专心致
志，此时家长应鼓励孩子把兴趣向
纵深发展，切忌一时兴趣，三天打
鱼，两天晒网。

将训练融入生活

在游戏、学习及做家务中，应尽
量保证孩子进行有目的、有意识、有
始有终的活动，这对培养孩子的注
意力是十分重要的。还有一种非常
有效的办法就是经常和孩子下棋，
并带一点比赛性质，以培养孩子独
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竞
争的精神；写毛笔字也是一种好办
法。

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家长在孩子学习时，尽量避免
环境因素干扰、分散其注意力。如小
学生的书房不能布置得过于花哨，
家长看电视、听音乐、与客人谈话的
声音太高都可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所以，要尽量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
的环境。饥饿、吃得过饱、疲乏也是
导致儿童注意力涣散的最常见的原
因。要保证孩子有足够的睡眠，不可
以放任儿童无休止地看电视。

科学安排儿童生活起居时间，
做到生活学习有规律、有计划。要提
醒孩子坚持体育锻炼，培养其意志
力，增强其注意力。

留留学学意意大大利利年年花花费费不不到到十十万万元元

学会培养
孩子注意力

春节假期过后，幼儿园里又要迎来一批新生，同时，幼儿园里又要响起一
片哭声。每到这个时候家长们最为纠结，如何让宝宝快速融入幼儿园生活？这
就需要家长们掌握正确方法。

留学前沿

高考成绩在380
分以上，在国内尚
无好的高职院校选
择、家庭经济条件
中等的学生，不妨
考 虑 去 意 大 利 留
学。因为在欧洲的
经济强国中，意大
利留学费用最低。
近年来，意大利政
府 为 吸 引 中 国 学
生 ，通 过“ 马 可 波
罗”计划、“图兰朵”
计划提供了许多更
为便捷的本科学习
机会。

教育较发达，专业有特色

意大利是欧洲文艺复兴
发源地，曾是欧洲文化中心，高
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都比较发
达。意大利绝大多数高校都具
有深厚文化底蕴，历史悠久，师
资力量雄厚，规模比较大。

建校较早的著名大学有：
1 2 2 2年创立的帕多瓦大学、
1303年创立的罗马大学、1104

年创立的维琴察大学、1213年
创立的阿雷佐大学、1224年创
立的勒斯大学和1405年创立

的都灵大学，还有比萨师范学
校、帕维亚大学、比萨大学、米
兰大学等，都是欧洲著名的高
等学府。

据统计，目前意大利共有
高等教育机构近200所，其中
综合性大学70余所，以公立大
学为主，提供近400个专业大
学本科学位课程、60多个研究
生课程。

意大利高等教育中，最负
盛名的专业是法律和艺术设

计专业，尤其是歌剧、造型艺
术、建筑和时装设计等享誉世
界。中国学生如果到意大利学
习美术、舞台布景、歌唱、演
奏、建筑设计、时尚专业如服
装设计、首饰设计，就业情况
非常好。

意大利的工业相对发达，
所以一些理工科的专业如机
械工程、电气工程、汽车工程
或是信息工程也都是不错的
选择方向。

留学花费一年不到10万元

到目前为止，意大利还是
世界上少数大学教育免学费
的留学国家，大部分公立大学
每年只需缴纳一定的注册费
即可。读公立大学正课的国际
生不但可以免除学费，而且还
能享受和意大利学生同等的
免费医疗等福利。

据介绍，意大利对本国学
生和国际学生的收费标准是
一致的，本科生一年的注册费

为300-1000欧元。同时，在意
大利就读的生活费也比其他
欧洲国家低，一年总开销最多
在1万欧元左右（折合人民币
约10万元），人均约8000欧元。

据了解，意大利的学生福
利和助学金是根据学生的家
庭收入等因素发放，和成绩无
太大关联，而且申请方式也比
较容易，需要材料都在申请奖
学金所需材料里，本科和研究

生申请的时间也都是在入学
时。

在就读专业课程期间，学
生每学年还能获得1700-4300

欧元的助学金和一定额度的
奖学金。在日常生活上，留学
生只要参加统一的学生医疗
保险，就能享受到免费医疗，
每周还有20小时的兼职打工
时间，可获得200-500欧元的
报酬。

高考380分以上可申请赴意

据介绍，意大利高等教育
中本科课程学制为3年，本硕
连读课程为5年，硕士为1-2

年，博士为3年。
我国学生申请意大利大

学课程，必须具有高中毕业证
书，且毕业证书都要翻译成意
大利文，而且要得到意大利外
交使馆和领事馆的确认和证
明。普通高中生要求高考成绩

在380分以上；艺术类考生要
求：［高考成绩+(艺术成绩/艺
术总分)*750］/2>380分。

在语言要求方面，参加
“马可波罗”计划和“图兰朵”
计划的学生不需要提供语言
成绩，每年的入学注册时间在
11至12月份。而直接申请意大
利大学的其他学生，则需根据
使馆当年要求，或提供相关意

大利语言成绩，或参加使馆口
语测试。

从今年起，凡是参加进修
课程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
如果在意大利找到了工作，可
直接将学习居留转换为工作
居留，无需等待劳工输入争取
名额。学士毕业、硕士毕业以
及专业培训毕业，均可快速地
转换居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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