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商报
!"#" ! $ " % # $%&

!" '() *+, ! #$ -., ! %$ /0 ! &' 123

!"#

早在进入北大青鸟郑州志远中心学习的
一刻起!衡宏昌就明确了就业方向"到大都市
里做自己喜欢的软件开发工作# 在北大青鸟
的学习即将结束! 衡宏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去上海就业#

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 丰富的实战经验

和出色的职业素质!衡宏昌最终被上海拜特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录用#

回顾曾经走过的路!衡宏昌说!成功不单
单是靠运气!机遇每时每刻都在你身边!关键
在于你如何把握机会# 当你开始寻梦的时候应
该问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呢%

!

与传授知识为目的的教育相比!七田
右脑教育的效果不仅明显!更对儿童的一
生产生持续深远的影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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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孩
子拥有丰富的想象力! 独特的创造力!专
注的注意力!直观判断力!瞬间识记能力!

空间感知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外语$

数理$逻辑推断等综合素质!使每一个孩
子很快拥有& 过目不忘!过耳成句!整书库
存!全脑计算'等超学习能力!让孩子成为
真正的学习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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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制胜三板斧"

理性规划'实践技能'职业素质

缔造中国神童
开启智慧财富
开发右脑 引爆潜能 成就人生

郑州考试!出国当外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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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注册汉语教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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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考试正在报名

刘女士说!& 汇智跟其他的辅导学校有很大不同# 首
先!心理教育专家为孩子进行测评和分析!总结出孩子需
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为孩子配备适合孩子的老师!达到真
正以孩子为中心的个性化一对一辅导# 如果没有) 个性*!

没有针对性的) 一对一*!就不可能激发孩子对学习的兴
趣!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学习问题# 所以!把孩
子交给汇智我放心# '

该校刘总说!全科辅导绝对不是单科辅导的叠加!而是
一个科学的$优化的学科辅导组合体# 在全科辅导中!汇智
教育

+

对
+

的教学专家们从研究各学科之间联系出发!抓住每
个学科之间的必然联系!再用& 全国教育规划组'研究的新
方法!将各学科教学串联起来!形成一套科学的全科辅导体
系# 同时!汇智教育

+

对
+

的心理专家们也会以学生的心理状

况$学习习惯$接受习惯为基础!将全科的辅导体系与学生的
& 个性'结合!最终形成一套个性化的全科辅导方案!老师这
样科学辅导!学生学习才能轻松# 据刘总说!近期咨询和报
班的学生!汇智教育都将有资料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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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育结硕果!汇智教育秋季招生形势喜人

汇智教育!

让每个孩子爱上这里
& 因材施教'是汇

智教育
+

对
+

教学的一
大特色!作为& 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

) 十五*规划项目组'的
实验单位!汇智教育不
仅大胆地引入& 科学教
学$合理教学$高效教
学'的研究成果!还与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
究所合作!聘请高级教
育心理学专家!将前沿
的教学方法$教育心理
学理论创造性地结合!

打造出了一套独特的$

高效$轻松的中小学全
科辅导教育体系!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分数而
且使孩子们的心理更
加健康#

近年来大学生人数激
增! 由此也带来了大学毕业
生就业难的问题! 很多大学
生毕业即失业# 一名普通大
学生衡宏昌的就业经历值得
我们参考#理性规划$实践技
能$职业素质!便是衡宏昌职
场制胜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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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金水区黄河路的刘女士前段时间心里有些焦
虑!原因就是她的女儿成绩在班级倒数十来名!尽管她
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辅导孩子! 但学习成绩还是没有丁
点起色#难道孩子真的天生是差等生的料%看着女儿迷
茫的眼神!刘女士既心痛又很无奈#

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 刘女士让孩子进入个性化

教育机构汇智学习# 在这里!第一节课的气氛一下子就吸引
了孩子# 看到女儿开心学习的样子!刘女士一下明白了什么
是真正的个性化教学#

& 以前孩子学不好!找不到问题出在哪!我和孩子都不知
道劲往哪里使!咋能学好% '刘女士说!& 汇智真正做到了根据
孩子学习的真实状况来制定适合孩子的个性化教育# '

i.uijvijwxyiqj

%&'#

!!

i&za{|}789

?@A&~9?@ABC���FGH����6

�#!� &'!#7(()*'#'&

���&~9 ��BC�ZBF�H=����

�#$� &'!#7$$$$##(!

�0�&~9 �iJBNE��*��#*�#*')

U &'!#7(&($$$&&

�����B��>�

大学毕业! 衡宏昌拿着一纸毕业证书
走出大学校门! 多场招聘会下来仍然一无
所获#

衡宏昌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得给
自己充电# 经过反复比较! 他选择了规模
大$师资强$就业好的北大青鸟郑州志远中
心作为自己学习的地方#

衡宏昌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 有主见的学
生!有着明确的学习目标# 开学第一天!衡宏
昌就在课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学习箴言"& 扎实
的专业技术知识

,

良好的个人素质
-

正确的
就业心态

.

成功( '北大青鸟
/01

+ 职业素质培
养,课程所要求的& 准职业人'标准!衡宏昌都
尽力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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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宏昌还是个实践一族!在机房$实验
室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有段时间却很反
常!同学们很少见到衡班长# 每天上完课$

做完作业后!他就匆匆走出校门!休息日和
课余时间更是不见踪影#原来!就业老师把
他推荐到离学校比较近的一家科技公司担
任实习软件工程师! 主要负责公司项目开
发# 衡宏昌会把在工作中遇到的难题都记
下来!回去后上网查找更快$更好的解决方

法!自己再反复实践!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再去请
教老师#

实习期间!衡宏昌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从
客户处获取项目需求!编写需求文档!和团队人
员讨论进行详细设计! 分配团队人员的任务并
进行成果监督以及掌握项目的开发进程! 同时
还负责公司网站推广和

230

优化# 积累了项目
经验的同时! 衡宏昌负责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
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公司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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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运会$世博会的举办!中国经济
的高速增长$ 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
的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由
此在全球引发起新一轮的& 汉语热'#

第四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国家汉办主
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指出"目前!

全球有
&&

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
4&4

所孔子
学院和

454

个孔子课堂! 海外约有
6$$$

万
人在学习汉语# 在很多国家!学汉语的人

数正以每年
7$8

的速度增长#预计到今年年底!

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将达
"

亿#

& 汉语热'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对& 汉语教师'

的需求激增#面对如此形势!出国留学或移民人
员无论是业余打工!还是全职工作!从事对外汉
语教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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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
国大学应届毕业生人数为

9:$

多万人!就业压力
可想而知! 出国教汉语做中文外教无疑是一个
不错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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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汉语教师
严重不足的局面 !据统计 !汉语教师缺
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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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 具备资格的汉语教师有
着广阔的就业前景! 且是金领阶层...

收入水平高 !在美国 !汉语教师的年收

入在
9;7

万
%"$

万美元 ! 在新加坡从事汉语教
学的工作者 !其月薪高达

4

万
%:

万元 !且享受
当地正式教师的待遇 # 即使在国内 !对外汉
语教师工资也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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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课时 !月薪过万
元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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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
公室颁布的/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0 !对外汉
语教师应具备一定的汉语及外语知识与
技能! 了解中国和世界文化知识及其异
同!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本规则!了解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规律和学习者特点!具
备教学组织和实施能力#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 就必须
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取得&

()*

国际注册汉语教师
资格证书'!有了证书!出国当外教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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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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