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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性性价价比比催催热热小小语语种种留留学学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生被
国外知名大学，甚至世界名校录
取。如果找一下他们的共性，你会
发现，他们的英语口语有着母语般
的语感，他们的书面英语也是同样
地道，学生甚至还自己写申请材
料，他们的成长也大多是在视野更
加开阔和个性、探索精神更强的英
语课堂。思乐特国际英语是济南英
语教育的新锐品牌，创始于2011
年，在济南已有5家分校。学校采用
完全浸入式教学，让孩子在英语中
学习、交流、探索和思维，形成母语
般的语感和语言能力，获得探索的
精神和西式思维，让孩子的潜能释
放，放飞孩子的未来。

把英语当“知识”还是“实际应
用的语言”来学？课堂形式是关键

“学习”，是把英语当成一个知
识对象，掌握在脑子里。传统的观
点认为，单词、语法、句子，这是英
语的要素，每个句子都会英语汉
语翻来翻去，语法、固定用法都要
列得纲目清晰，貌似如果掌握不
了这些，就没掌握英语似的，而现
实中的“哑巴英语”“聋子英语”证
明，这种学习方式从根本上就是错
的。

而“习得”，就是获得，让英语
成为人与人成熟的语言交流的工
具。很多外教课堂上，如果外教说
的孩子没明白，中教老师就会去翻

译，在思乐特，这是绝对禁止的。翻
译是“习得”英语的大敌。孩子英语
的获得，更是在老师设计的生动有
趣的游戏活动中，和外教老师的交
流中得到的，他们要逐渐习惯用英
语去表达情景所要求他表达的意
思，在这不断练习的过程中，他“获
得”了英语。

这里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
外教都会使用让孩子“习得”的方
式。在不少学校，外教只是带着西
方面孔的中教，仍然重复着句型，
重复机械地练习。

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需要母
语般语言环境的构筑

语言的敏感时期在2-7岁，如

果在这个时间生活或学习在某种
语言环境中，语言会在大脑的两个
特殊区域--布鲁卡反射区和韦尼
克反射区进行存储和处理，牢牢掌
握。因为孩子只有在这个年龄段
中，这两个反射区最为活跃。这个
时期学语言，事半功倍，真正地获
得作为真实的交流工具的英语。

我们学校的Carl老师是双母
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他的儿子欧文
也正经历着获得双母语的阶段。

“一开始，两种语言的思维逻辑不
尽相同，真的有些困难，或许还跟
不上其他孩子。但坚持下来，以一
种语言为主，另一种语言为辅，孩
子会逐渐适应，并且会在语言天赋
上超过其他孩子。”他认为，孩子学
习语言的最大潜能是9种语言同时
进行，千万不要低估了孩子的语言
能力，只要有语言环境，语言切换
是不成问题的。思乐特针对2-12岁

不同英语程度的孩子开设不同的
课程，详情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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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秀城卡由国际家
咨询：0531-82783066
地址：二环南路鲁能领秀城商业街
统一银座3楼

外教完全浸入式课堂，让孩子收获第二母语般的英语

思乐特2015年春季招生进行中

时下，在社会职场竞争越
来越激烈的今天，广大“上班
族”，尤其是企事业单位中的

“白骨精”们，他们对于知识
的渴求，充电再学习的需求及
人脉关系的拓展可谓如饥似
渴。正因为如此，对于他们而
言，攻读在职研究生可谓一箭
双雕。在不耽搁工作的同时，
提升了学力，获得硕士研究生
学位；同时又获得了更高层次
的社会关系的积累，这些对于
事业的成功都大有裨益。

南开大学在职研究生项目
于2014年首次在山东省落地，并
开始招生。对于这样一所国内知
名高等学府的研究生招生，我省
社会各界人士都投入了极大的
关注度。名校的金字招牌果然

与众不同，在山东教学中心首
期招生中，学员数量达到100
多人；且学员层次高、素质强，
他们大都是来自金融、高校、
传媒、大型国企等各行业领域
的优秀“上班族”。山东班优秀
的生源也让前来主持开学仪
式的学院领导赞誉有加。
读名牌大学 圆读研梦想

南开大学是我国的名牌大
学，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世界
经济学，在全国上千所高校中
排名国家首位，其研究生学历
可谓是金字招牌。2015年，山东
在职读研的招生专业在去年经
济类、行政管理类、应用心理学
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法学专
业。授课形式采取每月利用周
末两天全天授课，由南大知名

教授、博导亲临面授，教学内
容紧扣考点，生动实用。考生
成绩合格修满学分，通过国家
教育部同等学历申硕外语及
综合学科统一考试，并按要求
完成论文答辩，经校学位委员
会审核批准，将获得南开大学
颁发的与全日制研究生同样
的硕士学位证书，在单位升
职、加薪、评职称、读博时均可
使用，助推个人发展，圆名牌
大学读研梦。同时，学员报名
其中任一门课程，均可选择旁
听其他专业的课程。

南开大学山东省教学中
心报名电话：0531-88805711、
88803711，电话咨询后须面试
报名。单位申请团体报名可通
过0531-88813117提交材料。

“上班族”也能在职读研了
■南开大学“在职读研”项目广受关注 ■不必脱产，济南授课，颁发硕士学位

导读：自2014年南开大学首次在我省招收在职研究生以来，该项目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尤其是针
对广大“上班族”们，他们在不耽误正常工作的同时，拥有了直接享受来自南开大学优质高等教育资
源的机会，这对他们提升学力、晋升职称，助力事业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2015年，南开大学在经
济学院、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继续在山东招生的同时，法学院在职研招生项目也将落地齐鲁大地。
目前，2015级“春季班”招生、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

近日，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
(集团)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济南举
行。本次表彰中共评选出153名优秀
教师、51名先进工作者、51个先进班
集体、51名模范班主任等先进模范。
幼教集团董事长赵春梅以“敢问江
山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有信仰，
就是这么任性”为主题，奉献了一场
幽默诙谐、意义深远的报告。她对新
常态下的信仰与任性进行了全新解
读，她认为，目前多元主体参与教育
的格局正在形成，支持个性化发展
成为教育的新需求；同时，依法执
教，教育回归育人本质，家园共育以
及接地气的在线教育培训成为新常
态的主导方向。而新常态下的银座
幼教人，以其独有的责任感，坚持自
我价值，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即将
打造出“中国制作”的中国式幼儿
园，这是信仰给予银座幼教的力量，
也是任性给予的结果。

银座·英才幼教集团

召开年度表彰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授予的高等学校办学
自主权，制定本招生章程。

1、学校基本情况：南开大学是国家教育
部直属综合性、研究型全国重点大学，是首
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
设的大学之一，上级主管部门为教育部。

2、办学类型：国家公办高等学校。
3、颁发证书的学校名称：南开大学。
4、招生院系：经济学院招生专业：金融

学、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方向)、
国际贸易学、财政学(含税收)、政治经济学
(企业管理方向)、世界经济学，颁发经济学硕
士学位。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招生专业：行政
管理学(管理学硕士)、应用心理学(教育学硕
士)。法学院招生专业：民商法、经济法、刑
法、诉讼法、国际法、宪法与行政法学，颁发
法学硕士学位。

5、招生条件：限拥有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者，经学校资格审核可免试入学申硕班。研修班
可放宽至大专以上学历者报名。

□本报记者 王婷婷

惠而不贵

奖学金丰厚带来高性价比

相比主流国家美英加澳一年
三四十万的花销，小语种国家一
年只需十万左右，惠而不贵成为
家长们的考虑原因之一。高性价
比除了体现在学费低廉外，奖学
金丰厚也是重要一点。据了解，
世界前100位排名中，欧洲非英
语国家的优秀大学占据19所，几
乎占到整体比例的1/5，大学很
多是免学费，如法国，挪威，瑞
典，芬兰的大学；有些大学的学
费不足五万人民币/年，如比利
时，荷兰，德国的大学。并且，
荷兰政府每年提供400万的奖学
金为鼓励和奖励优秀的海外留学
生，很多学校和机构提供各种形
式的奖励基金为海外留学生进行

创业和在荷发展；法国很多公立
大学也是免学费，法国政府每年
专门为外国学生提供实习奖学
金；挪威也是国内国际学生全面
高等免费教育，政府还设立发展
中国家留学生奖学金，为扶植发
展中国家的教育做贡献，大约每
年每个学生可以获得10万元人民
币左右的奖学金。

“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相对福
利都是非常好的。比如法国留学
生均可申请到房租20%-40%的学
生住房补贴，外国留学生凡在瑞
典学习一年以上者，都被登记在
册并取得人口号，可享受公费医
疗。这些国家的福利都是我们国
内所不能比的。”这一系列优惠
政策也成为家长们青睐小语种国
家留学的原因。

就业容易

社会需求旺盛

专家表示，高就业率的背后
是社会对小语种人才需求的持续
增长。据了解，学习小语种的学
生无论在国外还是回国就业门路
都比较多，使得不少学生把原来
的“冷门语言”奉为“热门专
业”。以西班牙语为例，国内一
年培养出来的人才远远满足不了
就业缺口，翻译、导游、企业工
作人员等职业在国内的需求正快
速递增。“而英语对于国际化复
合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但现在仅
仅成为一种正常工作交流的工
具，不再是一项专业技能和就业

优势。具备专业知识、又具备小
语种能力的人才特别紧缺，小语
种海归的就业火爆状况逐渐成为
中国国内就业市场上的一道亮丽
风景。法语、德语、俄语、意大
利语、西班牙语等语种的学生尤
为抢手。”蔚蓝留学权威专家介
绍道。

此外，良好的校园环境、优
质的师资配备、便利的优惠政
策，也是小语种留学火热的重要
因素。

例如，德国高等教育享有盛
誉，德国政府的精英大学项目更
是进一步加大了对教育领域的投
入。荷兰凭借其严谨的教育体
制，优美的居住环境，较高签证
成功率及就业率成为欧洲热门留
学国家之一。意大利公立院校免
学费，只需每年500-1000欧元
的注册费，每年生活费平均在7
万元左右，如果在罗马、米兰这
些城市生活，一年也不过10万
元。同时，意大利准许留学生合
法打工，学子们可以利用课余时
间做一些兼职来补贴生活。因
此，小语种国家留学对于普通的
工薪家庭来说，更能被接受。能
够到这些环境优美、免学费、高
福利的欧洲国家留学深造，更是
成为很多莘莘学子的梦想。

选择去美英加澳还是留学
小语种国家，去各个国家都需
要准备什么，为了孩子的就业
到底“该去哪儿留学”，带着
一系列疑问的您下周日就来山
东国际教育展吧，权威的政策
解读，专业的留学规划将为您
现场解答！

第24届山东国际教育展

主办:齐鲁晚报
承办:齐鲁晚报天一国际会展有限
公司
日期:2015年3月22日
时间:上午8:30-下午3:00
地点:济南索菲特银座大饭店6楼
(泺源大街66号)
咨询电话:0531-85196195、
85196575、85196197

随着留学英语国家人数
及英语国家海归人员的饱
和，近年来，小语种人才
逐 渐 成 为 就 业 市 场 的 宠
儿，小语种国家也快速成
为留学热门。众所周知，
选择学习小语种，既能在
国外增加留学经历，又能
新增一门语言，无形之中
增加了竞争力，花费少的
同时就业门路更多。

南开大学2015年招生章程
--------------★--------------

山东国际教育展

Sdgjjyz

山东国际教育展由《齐鲁晚
报》主办，为学生提供留学申
请、语言培训、出国金融、移民
规划等咨询服务，适合不同阶段
和背景学生的咨询指导。自2007
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21届，成
千上万的学子通过教育展走出国
门，踏进世界名校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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