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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同报，
两人免单；
五人同报，
三人免单

晨钟八校同开
优惠史无前例

B03

对外汉语教师缺口 500 万
教老外学汉语正当时

IPA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4月全国统考开始报名
□记者 刘同洲 文图

汉语热席卷世界，
亿人学汉语

核心提示 │ 八校同开！对，你没听错，2015 年新春伊始，晨钟教育再举
盛事。1 月 23 日~25 日，陈中数理化南农校区（状元基地）、宝龙校区、丰乐
路校区、枫杨校区、63 中校区五校同开，晨钟一对一冉屯学习中心、57 中学
习中心、天旺学习中心三校同开，共八所新校同时开业，这是晨钟教育集团
继 2014 年“5 校同开”
“3 校同开”
“4 校同开”成功举行后的又一大盛况。
为回馈广大学子，此次晨钟教育推出空前优惠活动：三人同报，两人免
单；五人同报，三人免单！同时，另有百位名师开设百场期末押题讲座，助
力学员冲刺备考！名额有限，可预约抢报！

美国 48 个州已设立 81 所孔子学院
和 299 个孔子课堂，有 1 万余所大中小
学开设有中文课程，学习汉语人数已超
过百万，汉语已成为美国第二大外语。
英国 50%以上的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
汉语在韩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
跃居为第二外语，澳大利亚第一大外

□记者 赵珊

汉语热持续升温，引发对外汉语教
师的需求量激增，有很多国家因汉语发
展速度太快，中文外教严重不足。据统
计 ，全 球 汉 语 教 师 缺 口 量 已 超 过 500
万，且薪资水平颇高。在美国，汉语教

逆势扩展，
只为一句承诺
为了当初的一句承诺，晨钟这几
年
“也蛮拼”
的。
“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我
们的几百名教师，会根据学生的学习
特点，因材施教。”这是郑州晨钟（陈
中）教育集团董事长陈中，在集团成立
之初的承诺，也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
也是因为这样的“雄心壮志”，今

年，在很多培训机构“吃不饱”的形势
下，拥有强大师资力量的晨钟集团逆
势而上，
八大校区同时开业。
陈 中 数 理 化 南 农 校 区（状 元 基
地）、宝龙校区、丰乐路校区、枫杨校
区、63 中校区，晨钟一对一冉屯校区、
57 中校区、天旺校区，实现了把优质教
育资源送到学员家门口的庄重承诺。

优质品牌的“虚实”评判
一个教育品牌优质与否，评判的
标准无外乎“虚实”两个：培养了多少
优秀学生，获得很多家长学员认可。
作为省会首家民办教育集团和中
国理科综合教育的实力品牌，郑州晨
钟（陈中）教育集团办学 15 年来，先后
荣膺国家以及省、市级荣誉百余项，升
学成绩一直稳居省内同类机构前列。
在 2014 年升学考试中，陈中数理

对外汉语教师缺口大收入高
师的年收入已突破 10 万美元；在西欧，
年薪在 8 万欧元左右；在国内，对外汉语
教师工资为 300 元/课时，月薪过万已是
普遍现象。中文外教已“走红”世界，成
为华人又一新兴高薪职业。

2015 年 4 月全国统考开始报名，1 月 31 日考试免费“试考”
想成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须
取得国际公认的 IPA 对外汉语教师资格
证书和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
技能鉴定中心推出的“OSTA 汉语教师
资格证”
。
笔者从 IPA 国际注册汉语教师河
南考务中心了解到,全国统考 4 月份考

试已经开始报名，大专及以上学历人
士、在校大二及以上年级学生、留学人
员可以放宽至高中毕业或高三在读均
可报考。想参加 2015 年 4 月份对外汉
语教师证全国统考者，可申请 1 月 31 日
免费试考的机会，为 4 月考出好成绩做
好充分准备，
试考名额 5 名。

温馨提示
化小升初学员 1200 余人升入省会各
大名校，其中仅首批升入外国语的学
生就超过 156 人；在命题难度整体偏高
的情况下，仍有 1869 名中考生总分在
570 分以上，其中超过 600 分以上人数
达 350 人，最高分为 647 分；高考方面，
共有 300 多名学子总分超一本线，600
分以上学员达 127 人。

名师引领，打造高效课堂
教育培训行业的制胜法宝是什
么？它的核心竞争力又是什么？如果
只有一个选择答案，那应该是人，是老
师，
是名师。
“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在于大
师。”基础教育也一样。好老师永远是
学生取之不竭的源泉。教师每一堂课
的学习效果，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为了给学员提供更优质的教育
资源，晨钟（陈中）教育在打造名师团
队方面，
倾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2014 年，晨钟（陈中）教育在业内
率先启动“名师工程”，从 400 余名一线
骨干教师中，分别遴选出首批 13 位专

语，汉语已成加拿大第三大官方语言。
国家汉办统计，海外有 1 亿人学汉语。

家级名师，以及第二批 23 位名师，力求
打造最顶尖的师资团队。在层层选拔
和优胜劣汰的机制下，集团迅速起来
大批优质名师。
在期末考试即将来临之际，集团
推出百位名师百场期末押题讲座，为
助力学员高效冲刺，讲座涵盖小学语
数英，
初高中数理化英等各科内容。
寒假到来，晨钟教育根据学生学
习程度和不同需求，精心定制了灵活
丰富的特色班型。状元班、三甲状元
班、小状元预备班、出彩班、专家班、晨
钟大班、提分班及短训班、专项班、一
对一等，
以满足不同层次学员的需求。

温馨提示
1 月 24 日、25 日，1 月 31 日，2 月 1 日，百场名师期末押题讲座，为学员提分冲
刺助力。
晨钟一对一三校同开，
“0 元名师课程”
免费送，
再送高达万元一对一的课程！
详情可咨询陈中数理化及晨钟一对一市内各校区！

陈中实验学校（全日制）及陈中数理化八大区域校区地址电话
郑州陈中实验学校（全日制）地址：郑州市江山路与清华园路交叉口向北
800 米河南新闻出版学校院内
招生办电话：
0371-55188166 63860222 65595855
陈中数理化金国总校电话：
0371-69131555 63619977
陈中数理化裕鸿总校电话：
0371-88887156 88887106
陈中数理化凯旋门总校电话：
0371-60127730 68629318
陈中数理化陇西总校电话：
0371-86683366 86683399
陈中数理化冉屯总校电话：
0371-86183022 66951777
陈中数理化纬三路小学校区电话：
0371-63355900
陈中数理化天旺广场校区电话：0371-55188138 60336299
陈中数理化九如东路校区电话：0371-86137755 55856729
更多校区详见晨钟教育集团官网：
www.chenzhong.org
全国统一免费客服电话：
400-035-6667

郑州报考电话：0371-66865999 66867399
洛阳报考电话：0379-63920522 63920533
官方网站：http://www.ipazz.cn/ 对外汉语 QQ 群号：
73177913
河南考务中心地址：郑州市二七广场百年德化八楼 806 室
洛阳报考中心地址：洛阳市西工区中州大道数码大厦 A 座 1107 室
申办报考点合作热线：
13703820024 王主任

扫码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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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会考后，
该准备美国高考了

2015选择郑州基石中学圆您美国大学梦
□记者 陈秀华

核心提示 │ 2003 年起，基石教育先后创办省实验、洛阳一高、北京海淀
外国语等重点中学国际部，2007 年基石中学成为 ACT、AP 美国高考河南
唯一官方授权教学中心。骨干成员由原省实验国际部创建团队组成，是省
教育厅、公安厅、外专局批准的外籍专家聘请资质单位，拥有一支具有丰富
教学经验的中外教师队伍。

基石师资团队 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郑州基石中学是国内最早开展国
际合作办学的机构之一，历经十余年
艰苦摸索出一套融合中外教育优势，适
合中国学生特点的国际教育办学模
式。引进国际权威的通用课程、优质的
专业外籍教师，将重点学校严谨的教学
作风、严格的学生管理模式和科学的教

学、考核体系运用于国际课程之中，对
学生的出勤、课堂学习、作业、自习、课
外练习整个环节实施严格的管理，在美
国大学考试委员会官方指导下为学生
提供基础教学、考试集训、大学申请、境
外延伸服务全方位指导，引导学生夯实
基础、直升国外一流大学。

认识基石，给您全方位综合指导
基石中学外籍教师均是美国入学考
试委员会审核合格，
具有文、理科本科以
上学历和教学工作经验，经国家外国专
家局批准聘用的全职专业教师。
基石教育 ACT 预科课程为学生提

供完全覆盖 ACT 考试内容的课程教学，
帮学生取得好成绩，
教会学生学习技巧，
课程特别注重培训学生的筛选和获取有
效信息能力、
公共演讲表达能力、独立思
考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领导力。

基石中学与您分享成功喜悦
至 2014 年，已有 8 届毕业生 95%
以上直升美国百强，加、澳十五强大学
本科，34%的毕业生升入美国三十强，
加、澳五强顶尖大学。中国首个托福满

分、美国高考中国考区状元均出自基
石，涌现出一大批成绩优异的毕业生，
办学业绩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赢得家长
及社会的广泛赞誉。
（请关注下期报道）

温馨提示
目前，2015 年美国高考河南考位，郑州基石中
学 ACT 中心仅剩 100 个名额正在火热抢定中。
招生对象：全省招生全日制高二、高三学生，业
余制招生高一学生。
网址：
www.jishiedu.cn
详情咨询：0371-86070555 8607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