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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黄金班能达到这么好的效果! 和安利公司的支持是分不开
的"# 公司对我的培训班支持力度很大!不但在河南各地开办!亲子黄
金班还开到了江苏$广东等多个省市" %

说起安利公司!李亚丽言语中充满了感激"& 从
!""#

年来到安
利 ! 我在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事业 $ 朋友和名誉 ! 更多的是快
乐' %

!$

年前!李亚丽放弃自己的公司加入安利!可刚干了半年就赶上
国家全面整顿直销$传销行业"当时的安利被勒令停业

$

个月!李亚丽
觉得前途未卜" 但是!也就是因为有了那次整顿风波!李亚丽才真正

见识到安利公司的气魄和责任感"

那段时间!应该是安利公司最艰难的时期"各地退货让安利每天
几乎损失上百万"可就在那种情况下!安利公司还是坚持满足消费者
的任何退货要求!绝不背弃任何一个合作伙伴"& 安利让我看到了一
个真正有责任感的企业" %

& 自知之明!感恩之心%是李亚丽的座右铭" 她说!自知之明让她
很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和短板!从而对任何事都能有很好的心态"

而感恩之心则是她幸福的源泉!因为只有有了感恩之心!才能真正知
足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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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到李亚丽! 就觉得她是一个干练而又女
人味十足的女子" 鲁豫式的短发! 加上一副黑框眼
镜!言谈间透着一股豁达和睿智"

和李亚丽交谈是件很快乐的事" 她言语中的自
信$知性和乐观!总会让人不自觉地被感染" 在一些
人眼里!作为安利的高级营销经理!李亚丽可以说已
经很成功了!干吗让自己那么累" 可李亚丽却说!一
个人再富有!富有不到不需要帮助(一个人再贫穷!

贫穷不到不能给予) 她做亲子黄金班!就是在尽自己
最大的力量给予社会"

李亚丽*让父母和孩子一同成长
在安利!说起李亚丽!就不得不说她的亲子黄

金班)

虽是副业!但她干出了名堂) 短短
%

年!成
功举办

%&

多期! 为
'&&&

多个青春期孩子解决
了与父母沟通问题!改善了诸多家庭关系)

李亚丽说*& 只有父母好好学习!孩子才能天
天向上) 通过亲子黄金班!我想让父母和孩子一
同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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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利打拼
($

年!李亚丽说!做亲子教育完全是一种兴趣)

& 我要孩子的过程比较坎坷!

$%

岁才有孩子) 关注孩子教育问题!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李亚丽在怀孕之前!从没有涉足过教育+心理
等方面的问题"

女儿的出生! 给李亚丽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生活发生了很大变
化!她忽然觉得孩子从小的教育和培养特别重要"为了更好地教育孩
子!闲暇之余!李亚丽专门去培训机构学习了

)*+*,

神经语言学$心理
学等跟教育相关的知识"

成立培训班的想法也很偶然"

那时!李亚丽在跟公司同事分享育儿经验时!发现他们大多人说
起孩子!都会不住摇头"& 孩子越大越不听话!都搞不清楚他们脑子里
在想什么%$& 现在孩子真是难管!说什么他们都听不进去%,,这些
孩子比较大的同事经常会抱怨孩子难管)& 我忽然觉得!青春期的孩

子更需要家长的关注)于是!办一个专门针对青春期孩子亲子教育班
的想法油然而生) %

凭借多年在安利的工作经验!李亚丽结合安利培训!研究出一套
完整的亲子培训课程)

-&&.

年!第一期亲子黄金班在安利内部正式开班)& 我这个亲子
黄金班和别的培训班不一样!我们主要针对

(/0(1

岁青春期发育的孩
子!疏导他们跟家长之间的关系)而且!我的培训班时间只有三天!这
三天必须是家长和孩子在一起! 这也是我这个培训班最独特的地
方) %

李亚丽说!之所以把培训班取名& 黄金%班!是取自安利公司的总裁
狄克-

*

狄维士的一本书.../ 黄金之门0) 她希望!每个参加过这个培训
的孩子都能有个健全的人格!成为/ 黄金之门0中所说的1..成为拥有
快乐和幸福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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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丽的亲子黄金班是非盈利性的!起初也只是针对安利内部同
事家庭)& 虽然自己在安利这么多年!也有一定的培训经验!但是!开设
这样的培训班还是头一次!对于最终效果!心里还是没底) %

刚成立培训班时! 有一个安利的客户带着孩子参加了这个班)

& 我对那对父子印象特别深刻!而那个孩子最后的变化也让我对培训
班有了更大信心) %

李亚丽说的这个男孩参加培训班时刚刚
(%

岁! 因为打架被学校开
除!家人又管不了!父亲无奈之下才带他参加亲子黄金班的)& 那个孩子
刚来时看着很内向!他父亲说他自离开学校后就自暴自弃!什么都不跟

父母讲) 可是通过三天的培训活动!这个孩子改变特别大) %

让李亚丽印象最深的是! 最后让孩子跟父母面对面坐着说知心
话时!那个男孩竟跪在他父亲面前整整

'2

分钟!哭着说了许多他父亲
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而且!这个孩子回去后!为了证明自己& 重新开
始%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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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内给开除他的学校校长及任课老师!甚至学校保安
每人都写了封信!请求他们的原谅)最后!学校被他的真诚打动!最终
破例让他回到了校园)

从那以后!亲子黄金班越办越火)

/&&4

年!李亚丽成为高级家庭教
育指导师!同时也成为家庭教育培训机构的专业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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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
年!济源市加大镇办基础文化设施建设)

仅承留镇就将投资
1&&

多万元建设
省级标准的运动场!总面积

$

万平方米)

目前! 镇办文化站
!!

个镇已建成
"

个!已投入使用
$

个!其余正在装修)

尚前村是济源市的一个普通村庄!

村里投资
4&

万元新建活动中心!以及两
个日夜篮球场)

1

月
-$

日下午!虽然下着雨!不少村民
仍打着伞来到尚前村文化大院!观看戏曲)

舞台上!现代化的灯光+音响+字幕皆
有)村民提起这项工程就特别高兴*& 政府
这个钱!掏得好!让老百姓得了实在) %

经审讯!男子来自大连!叫刘朋!现年
-%

岁) 在天津打工被骗后来到郑州高新区!因身
上的钱花完!遂起了抢劫的念头)

因涉嫌绑架罪!昨日!刘朋被押上刑事审
判席)他说!他开始去的是另外一个超市!发现
里面只有个小女孩!看着可怜!就没有动手)后
来来到这家超市抢劫!最终却演化成了劫持人
质案件)

刘朋作案时的表现!与受审时所讲似乎有
矛盾之处)

他说!绑架人质不是为了钱!而是& 看不
惯一些社会现象%!为了引起关注!制造社会
影响)& 中间!有人给我送一万块钱!我没要) %

检察机关的指控也支持了这种说法*被
告人刘朋因看不惯某些社会现象! 为引起有
关部门的注意,,劫持该超市内女收银员作
为人质!并要求与相关领导对话!企图制造社
会影响,,

庭审中!刘朋对指控供认不讳!后悔自己
所做的一切!泪流满面) 法庭没当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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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籍男子持刀绑架案一审开庭 声称作案不是为了钱

他说绑架超市女只为引关注
轰动一时的& 大连籍男子持刀绑架

案% 有了新进展!昨日!该案在郑州高新
区法院开庭审理! 被告人刘朋涉嫌绑架
罪出庭受审)

他说!绑架超市女!不是为了钱!而
是& 看不惯一些社会现象%!为了引起关
注!制造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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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
!

日
-!

时
$&

分!郑州高新区科学大
道和春藤路西南角一家左右间超市内! 发生
一起人质劫持案件)

据现场群众介绍!案发时!一名
$&

岁左右
男子!身穿灰色

6

恤!进入超市!然后突然拔出
一把长水果刀!直奔柜台抢钱!吓得超市里的
几名顾客和工作人员纷纷跑了出来)

市民立刻拨打
((3

!民警几分钟后赶到)一
名目击者说!当民警出现时!男子突然把女收
银员金某拖进店里!把刀架在金某脖子上!让

民警退出屋外!否则就要杀了金某)

无论民警如何劝导!该男子始终一言不发)当
晚
((

时
/1

分! 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杨玉章进入超
市和男子谈判) 男子要求给他

(3

万元和一辆车)

%

月
/

日零时
'.

分!在和警方对峙了
$

小时
(.

分后!男子终于同意释放女人质)

被释放的女子当场双腿瘫软倒在地上)

随后!男子刀抵腹部!扬言要自杀)

凌晨
(

时
'1

分!男子扔下了刀!哭着瘫坐在
地上!被警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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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篮球场 落户小村庄

公交站牌后 有堵咧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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