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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博仁大学是中国
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上重点
推荐留学院校。

高中起点四年本硕连
读，华文授课，无语言要
求。本科专业：工商管理和
国际贸易，金融与财务，旅
游与酒店管理，艺术设计。

本科起点：1年课程硕

士，专业：MBA，教育管
理，金融管理。

项目优势：申请入学，
超低留学成本，毕业率高
达97%，回国可获得教育
部学历学位认证。

详 情 咨 询 ：
1 5 2 7 5 1 5 5 9 2 7 ，0 5 3 1 -
82618961，82618966

近日，北京超脑力教
育在济南举办的多场“记
忆课堂”营地教学给家长
们带来了传统教育理念
的转变，给学生带来了普
通文化课辅导所不能带
来的学习方法的引导，教
会学生成功掌握正确的
学生方法，举一反三步步
为营，赢得家长们纷纷点
赞。该课堂采用“互动参
与式教学模式”效果显
著，不仅领先泉城学习理
念改革，更得到家长和社
会的普遍赞赏，成为家长
心目中的“青春期教育专
家”。

据悉，“超脑力教育”
致力于全脑开发、研究、特
训和实践应用，推动了青
少年的记忆、思维和快乐
学习革命，用互动参与式
教学模式代替传统的灌输
式说教，更注重启发孩子
的创新能力和潜能，挖掘
孩子的独特个性。超脑力
教育专家指出对青春期
孩子教育要做到以下两
点：1 .要转变教育思想、

更新教育观念；2 .夯实学
生的人文底蕴，以及促进
学生的自主学习，让学生
有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
创新潜质和强化学生的
实践能力。超脑力教育，
不进行任何文化课知识
补习，只专注于10-16岁
青春期孩子的学习和成
长，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
教学成果，拒绝死记硬
背。数十万孩子的学习却
因此变得科学、高效。应
广大10-16岁孩子家长的
要求，5月16日上午9点在
历山路历山剧院和5月17
日上午9点在颐正大厦将
继续举办“超脑力·非凡
学习力”免费体验课。如
果您的孩子正值10-16岁
青春期成长的敏感阶段，
有学习努力却成绩不理
想，学习兴趣低下、上课注
意力不集中、自理能力差、
叛逆不听话、不自信，烦躁
顶嘴等青春期学习和成长
问题，您和孩子就一定不
可错过！

近日，为迎接“5 . 25”
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
的到来，进一步做好大学
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工
作，预防和减少心理疾患
的发生，山东水利职业学
院开展了“心理健康月”系
列活动。

据悉，该活动设立了
横幅签名区、心理测试区、
现场咨询区和宣传材料发
放区，丰富的内容为同学
们开启了一道道通向心理
健康知识的大门。此次系

列活动将持续一个月，该
院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精心
筹划了8项全院性活动，帮
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
理性面对现实，自信展望
未来。“心理健康月”活动
是山东水利职业学院开
展学生心理健康普和教
育工作的重要载体。旨在
通过各种形式，促进大学
生提高心理素质，塑造健
康人格，营造“关注心理
健康，创建和谐校园”的
良好氛围。

山东高考直通车(微信公众号Sdgkztc)，由齐鲁晚报
教育编辑室主办，致力于打造专业的高考资讯服务平台，
与教育从业者，教师、家长、考生实时互动，提供最前沿、
有用的教育资讯。本账号将为考生及家长提供最新报考
资讯、高考咨询会、国际教育展等展会信息。

本报开通2015高考资讯服务账号

山东高考直通车

山东水利职院

心理健康月促学生全面发展

泰国博仁大学——— 中国东盟国际学院

4年本硕连读热招中

在刚刚闭幕的第68届中国教
育装备展上，一款名为《中小学
书法数字化教学系统》的书法教
学产品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该教学系统采用高科技手段，将
枯燥的书法学习变成趣味化的
互动过程。一个液晶屏，一只电
子仿真毛笔，就能实现传统毛笔
在电子屏幕上的流畅书写。学生
可以在快乐中体验书写过程，掌
握书写技巧及书法知识，感受汉
字独特的艺术魅力，以此提高学
习书法的兴趣。业内人士表示，数

字书法是顺时应势的教育产品，
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书写
神器”，它的兴起将引领书法教育
的新浪潮。

5月10日，山东新华电脑学院在西校区
成功举办了“感恩母亲节”校园晚会。整台
晚会贯穿着感动，流露着真情，将蒙蒙细雨
中的山东新华电脑学院夜空渲染得更加绚
丽多彩。山东新华电脑学院此次“感恩母亲
节”系列活动，不仅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活跃了节日气氛，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学
生思想道德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孝敬父母
的传统美德，唤起了同学们埋藏内心深处的
感恩情怀，感激母亲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同时
也希望自己能以学业上的实际行动去报答
母亲的深深养育之恩。山东新华全体师生祝
愿天下所有母亲，节日快乐、健康美丽。

10日，13万考生参加完今年的春
季高考，这是我省春季高考人数继去
年大涨6 0%以后，再次迎来了超过
30%的涨幅。春季高考从最初的冷清，
变得越来越炙手可热，火爆背后更应
该理性地看待春考。
春考难度提升 依旧火爆

“春考在高考前就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专业学习，而不用考枯燥的文
综理综，语数英的难度也比夏考容易
的多，所以越来越多的高考生浩浩荡
荡杀进本是高职生、中专生参加的春
季高考。”山东省春考研究中心专家、
济南智博教育校长王光修接受笔者采
访时表示，春季高考符合高考改革大
方向，让更多学生考上心中理想大学。
诚然，春考的文化课考试难度相对夏
考要低一些，但是技能实操及专业课
理论的难度正在逐年增大。从3月底结
束的春考技能实操考试来看，考试难
度明显增大，扣分点更多，考察更细，
考生操作稍有疏忽就容易失分。

刚刚结束的春考专业理论考试，

大部分考生感觉较难。报考信息技术
专业的考生罗圣峰告诉笔者：“这次理
论考试维修部分比较复杂，题目中隐
含条件较多，容易混淆的知识放在一
起，解答起来非常吃力。”春考专业理
论学习每个专业要学4-6门专业课，
这些尤其对高中生来讲，是他们从未
接触过的，想要完全掌握相当困难。
选择有实力的培训课程

春考作为高考改革的大方向，有效
地缓解了夏考对学生的考试压力，是部
分无力应对夏季高考的学生接受高等
教育的最佳选择。王校长表示，春季高
考对于文化课成绩不理想的高二、高三
学生，是一条很好的上大学的捷径。但

由于春季高考的特殊性，除了考语数
外，还考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因
此，想要参加春季高考的学生需在高二
暑假就选择好专业，并选择有实力的培
训机构进行全日制全课程综合培训。

随后，王校长带笔者参观了智博
春考培训学校，笔者看到每个专业都
有独立的实训室，计算机室为每名学
员配备了笔记本电脑，各专业上百种
设备应有尽有。王校长告诉笔者，“智
博的学生们7月份开学时就开始学习
技能实操，一直培训到高考，让学生熟
练掌握每个考试项目的所有细节。而
且专业理论与技能实操同步开课，理
论与实践学习想结合，极大地激发了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济南市智博教育
电话：0531-58055708 58768695

地址：将军路与华山西路交叉口
智博教育

QQ：958800001 958800003
958800005

官网：www.gaokao2008 .com

品牌云集

优质留学服务任您挑

山东国际教育展作为省内规模最
大的留学展会,已成为全省留学市场
动态走向的“晴雨表”。在前二十四届
国际教育展上,各有近百所国外院校
报名参展 ,近两万名学子及其家长参
会,家长和学生享受的是公开、权威和直
接的信息沟通,已经成为省内家长和学
生与校方代表面谈咨询的最佳平台和
机会。在我省的出国留学行业内,山东国
际教育展已经发展为省内规模最大、影

响最广、内容最全、口碑最好、人气最足
的展会,其中众多的优质国外院校和
一站式留学咨询服务是其最大看点。

服务学生

提供面对面评估和面试

在每届国际教育展现场,都有多
所海外院校参展,院校代表将在展会现
场提供面试和评估服务,审阅学生资料
和各类成绩,做现场指导和详细的留学
答疑,分享专业的申请技巧,为学生的留
学前景指点迷津,为学生的留学生涯做
前期的规划和评估,让学生做到心中有

数,加快申请进程,搭上留学直通车。
除了到场的众多国外院校之外,

各留学服务机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以及与留学相关的出国语言培训机构
都将在此次国际教育展亮相。济南国
际交流服务中心、金吉列留学、启德·
学府留学、施强留学、蔚蓝留学、海华
伦留学、山东大学国际教育项目、山
东大学美英澳国际项目等省内十余
家大型留学移民服务机构都组团参
展；新航道雅思、启德学府外语培训
学校等语言培训机构都报名参展,并
将为现场报名的学子提供超大额度
的优惠。

“超脑力教育”

营地教学赢得家长纷纷点赞

数字书法

引领书法教育的新浪潮

济南智博教育解读“春季高考”

智智博博春春考考火火热热报报名名现现场场

由本报主办的第25届山东国际教育展将于6月14日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场展会时值国内高
考结束之际,特别适合高考后有意出国留学的考生前来咨询,同时有意出国读高中、读研的学生也可以在展会
上获得专业的解答。截至目前,前期预留展位已订出过半,数十所国外院校报名参展,另有更多品牌留学服务机
构和语言培训机构抱团参展,参展情况火爆。

往往届届山山东东国国际际教教育育展展现现场场图图

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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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 时间:上午8:30-下午3:00
地点:山东省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 特别提示:本届展会向学生及家长免费开放,不收任何入场费用。
参展范围:出国留学、移民、雅思、托福、小语种培训、出国金融 咨询电话:0531-85196195/85196197

山东新华电脑学院

举行“感恩母亲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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