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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择校

本园长期招聘中文!英文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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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博宇幼稚园

您 的 最 佳 选 择

地址!周口川汇新区纬一路

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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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办法!持身份证"相应毕业证原件到学习中心办理入学手续

报名地址!周口现代教育#周口市七一中路永安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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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

专科 本科 专升本 !"#$年秋季招生
大学正规教育 学习考试方便 国家承认学历 收费统一透明 精心办学十五年

!!!!!!

周口现代教育自承担郑州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周口师范学院 "黄河

科技学院等大学专科 " 专升本教育

'&

年&现招第
*&

届学员' 业余学习

*-&

年 &国家承认学历 &毕业证教育

部电子注册&网上终身可查( 随毕业

证发学籍档案 & 毕业证在全国各个

行业%单位均可使用( 持证能及时晋

级提干 &评定职称 &报考研究生 %公

务员%司法考试等 &现已毕业的数千

名学员&毕业证都及时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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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 !法学类 %土木工程类 %

管理类 %财会类 %教育类 %医
护类等专业

!$

个( 教育类专
业国家补助部分学费(

到周口现代教育学习!专业多形式多&省事方便获证快&周口人都知道
.

报名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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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务发

展& 现需在县
级聘兼职管理

站长% 乡级聘
兼职管理员

待遇优厚

金迈思数学学校
班型设置!小学思维训练班"初中提高班"

培优班"尖子班#招生对象!小学三至六年级"初

中各年级希望迅速提高数学成绩或有志于在

数学竞赛中展示才华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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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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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文明路与育新路交叉口向东
$.

米路南

优尼卡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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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分校
0

东方爱婴
/2)

岁早期教育
JKL-=MNOPQR

东方爱婴中国早教领导品牌%为
.1*

岁宝宝和家庭开设专业的早期教育课

程%让您的宝宝健康&快乐&自信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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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源教育***新概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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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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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优秀青少年一站式成长中心%

特设小升初班&精品外语班&动漫奥数&国学班等$

郑州睿源教育周口分校只此一家别无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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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大山外国语学校

开设小学&初高中&成人英语和培优相

互学%作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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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墨教育周口培训学校
珠心算&少儿口才&练字&绘画&艾莱克英语&

学前班&暑假幼小衔接班&小牛顿科学实验班$ 招
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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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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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华夏心理职业学校

心理咨询师&人力资源管理师&婚姻
家庭咨询师&公共营养师&秘书等国家职
业资格认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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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周口市开元大道西段(南校

区)%中州大道北段(北校区)%市内

>

路公交车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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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心理咨询师培训

第十期报名中)

国家心理咨询师认证培训%

-.)*

年
))

月参加国家统考# 培训&鉴定考试均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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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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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看到有的家长对孩子大

声地呵斥!*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 快

点过来%听到没有' ++,这样的事在

我自己身上也时有发生% 我们做父母

的通常认为自己高高在上% 用命令式

的语气来表现自己的威严% 让孩子更

听话$可是你试过另外一种方吗---蹲

下来和孩子说话$

无论是在自己家"亲戚朋友家%还

是在公共场合%当你要对孩子说什么

的时候 %请试着蹲下来 %让自己与孩

子处在同一高度%用你的手握住孩子

的小手 %用亲切的目光看着他 %和颜

悦色地对孩子说出你的要求$ 然后你

会发现% 用这样的方式对孩子说话%

孩子会听你的话%而且还会开心地去

完成你的*要求,%并且完成得更快更

出色$

换一种说话方式%收到了意想不

到的效果$ 这就是因为你蹲下来了%

用和蔼的口气和他说话$

当着生人和外人的面教训孩子容

易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其实%小孩子的

领悟能力相当强% 当你不想让他做某

事时%只要轻轻地摇摇头%或悄悄地对

孩子瞪瞪眼睛%他就会明白的%完全没

有必要大声说出来$ 如果你还是不放

心%也可以在出门前和孩子定下暗语%

就当是你们之间的秘密!*如果你看见

爸爸摇头%那就说明不能那么做.如果

爸爸点头%那就是同意了$ ,

+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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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军强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早教的日益重视%

早教这个词对于年轻父母已不再陌生$早教对孩子

成长究竟有哪些好处/ 家长如何为孩子选择一个合

适的早教机构/ 这些都令众多年轻父母感到迷茫$ 为

此%记者走访了周口市区几家知名早教机构%并采访

了周口东方爱婴早教中心主任陈慧杰女士$

对于年轻爸爸&妈妈们普遍关心的如何选择早

教机构的问题%陈慧杰说%家长选早教机构的时候%

首先想想对早教机构有何期望% 对孩子有什么期

望/ 要根据孩子的性格选择相符合的早教课程%因

为每位家长的需求和期望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家长

会有不同的选择$另外%选择早教机构时%陈慧杰提

醒家长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看早教机构的师资力量$ 在选择早教中

心时%师资力量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 无论教的

内容是什么%师资水平都决定早期教育的品质$ 从事

早教的老师要经过专业的早教知识培训%有爱心和责

任心%还要有亲和力$家长在和老师接触时%可以就自

己孩子目前的特点进行交流%初步检验老师的水平$

其次要看课程设置$家长了解早教机构要根据

孩子个性的发展%看早教机构是否有扎实的理论功

底和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家长可以与老师进行交

流%向老师了解课程内容和安排%考察课程编排是

否考虑了孩子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是否适合孩子的

年龄发展$ 家长要根据宝宝的年龄&智力评测状况

选择适合的早教课程$

最后是看品牌力量$ 早教是爱心与责任的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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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选择早教机构应选择具有早期教育办学资

质%他们都拥有科学&系统&完整的早期教育体系$

正规的早教机构都有基本的安全通道和针对孩子

的安全措施%环境舒适%场地合理$家长最好选择那

些充满家庭气息的早教机构$

此外%陈慧杰告诫年轻的家长在宝宝早教的问

题上不要跟风%要量力而行$ 最重要的还是要亲自

带宝宝去试听几节课% 家长用心感受孩子的反应%

只要宝宝快乐%您选择的早教机构就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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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幼小衔接班受欢迎
!

记者 王珂

本报讯 进入
+

月% 中小学生迎来了期盼已久

的暑假生活$ 面对孩子放假家长无休的局面%*报

班,成为许多家长考虑的问题$近日%记者走访周口

市区教育培训市场时发现%暑假里幼小衔接班挺受

欢迎%报名人数呈现增长态势$

幼小衔接课程供不应求

近日% 记者来到六一路的神墨教育周口学校$

正值上课时间%教室里不时传出老师的授课声和学

生们朗朗的读书声$ 记者与几位家长交谈后发现%

他们大都担心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并且想让孩子

提早熟悉小学课程%还有的家长是想通过这个暑假

的学习
L

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日常的礼仪$

神墨教育周口学校负责人介绍% 学校开设了珠心

算&口才&绘画&练字& 英语&小牛顿以及幼小衔接

班%但从今年暑假的招生来看%幼小衔接班的报名

情况比较好$

据了解%为满足学生家长的需求%学校在大庆

路和建设大道开设分校%幼小衔接班共开设了
22

个

教学班%相比去年多开了
$

个教学班%但还是不能满

足家长们的需求% 开课后仍不断有家长前来咨询报

名$学校方面告诉记者%由于幼小衔接班属小班制教

学%每班限
K.

人%因此他们不再接受报名$

幼小衔接班都学些啥

神墨教育张老师介绍%幼小衔接班%在培养学

生心理健康以及生活习惯的同时%能让孩子在小学

开学前对基本的汉语拼音&基础数学有了解%期间

穿插珠心算课程$ 此外%还要教会孩子写字以及写

好字的本领$ 为了帮助各位家长排除担忧%学校也

为孩子提供了角色转换方面的训练%使他们尽快适

应小学生活$

选择幼小衔接班&切勿盲目追风

幼儿从幼儿园进入小学是人生的一大转折%有

教育家甚至认为这种转变的跨度是人生中最大的

一次$ 那么家长该如何选择幼小衔接班呢/ 有着
,

年培训经验的神墨教育张老师说%学龄前儿童的心

理和生理都不成熟% 承担不了繁重的学习任务%不

能盲目地填鸭$ 她建议家长在选择这类培训班时
L

要多留意一下培训班是否关注孩子从幼儿园到小

学这一过渡时期的心理健康以及生活习惯的培养%

切勿盲目追风走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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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华志

本报讯
+

月
2(

日%由安阳职业技

术学院& 广东白云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主办%安阳日报报业集团承办%在安阳

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国首家 *航空紧

急救援专项人才培训基地, 启动仪式

新闻发布会%向来自全国各地的
$.

多

家新闻媒体介绍当前国内外航空紧急

救援体系的发展态势& 快速推动成立

国内航空紧急救援专项人才培训基地

的重要意义%同时%向新闻媒体介绍安

阳职业技术学院航空学院的学科建设

概况以及今年该院直升机飞行员专

业&航空机务维修专业&航空救援抢险

专业& 航空救援医护专业的有关招生

和就业情况$

据了解%

K.2K

年
2K

月%国家民政

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与广东白云通用

航空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协议% 联合安

阳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全国首家 *航空

紧急救援专项人才培训基地,%培训直

升机飞行员& 直升机维修师& 航空医

护&抢险救援等专业人才%并计划在全

国建设
&$.

个符合国际标准的航空紧

急救援基地$

安阳具有独特的航空事业发展基

础% 特别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低空资源

优势%是较早提出*低空经济,这一说

法的城市%被誉为*一座会飞的城市,$

!!!!!!

日前!周口东

方爱婴早教中心

开展户外活动!培

养孩子从小学会

"分享# 和社会交

往$ 家长们带着食

物!让孩子和其他

小朋友分食$ 图为

家长和宝宝在表

演节目$

+陈慧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