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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A13

您想要的出国留学服务，
这里全都有

新通海外文化教育全景展
宁波站火爆来袭
新通海外文
化教育全景展宁
波站的序幕将在
端午节拉开。
时间为 6 月 8
日 13:00-17:00，
地点就在海曙区
日新街 75 号威斯
汀酒店 5 楼大宴
会厅。
此次教育展
会在初夏时光擦
出哪些小火花呢？

企。比如光大银行宁波分行、华泰证券、宁
波移动电视、汇丰银行坐镇，轻松提高自身
的专业素养与能力，并获得不容小觑的人
脉关系，在实习中也能尽早建立毕业后的
职业规划。
中高考留学双保险：英美澳加、欧亚、
中国香港……中高考后留学项目一站式解
析。
海外硕士申请全规划：语言服务、留学
申请、背景提升、名校选定、实习就业一站
式服务。
尤其值得提上一笔的是，这次全景展
中还特别开设了中国香港名校咨询专区，
学姐将分享她的求学经历和就业趋势。

参展院校阵容庞大 讲座干货满满
本次全景展，新通集结了庞大的参展
院校：
美国部分，邀请了美国北卡州立大学、
南加州大学、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英港部
分，邀请了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澳加部分，
悉尼科技大学 INSEARCH 学院、南十字星
大学悉尼墨尔本校区、墨尔本皇家理工大
学；欧亚部分，德国欧洲应用科技大学、阿
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瑞典隆德大学工
程科学硕士预科。
与此同时，为了让在场的学子和家长
更深地接触海外文化教育，还有一系列拥
有满满干货的讲座等着您：
新通宁波留学总经理童宗凤将作《新
通 360 度规划，海外文化教育全景展重磅
来袭》的讲座。童宗凤于 2004 年加入新通
教育，在留学行业工作了十余年，积累了丰
富的实践和管理经验。曾经受邀参访过众
多留学国家院校，直接对话招生官，深谙国
外教育和选拔制度，对国际教育规划有自
己的理解和见解，擅长从学生特质、家庭规
划、就业目标方向全方位规划学生海外留
学道路。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博士全奖获得者、
工科科研类模拟面试官殷艺菲将作《如何
打造优异背景，在申请竞争中胜出》的讲
座。殷艺菲毕业于 211 大学，进入中科院
工作 3 年，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布 2 篇
SCI 论文，
获得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博士全奖

赴美留学。回国后进入留学行业，2012 年
加入新通，作为北京中关村中心的创始员
工，历任分公司资深留学顾问、文案经理、
美 国 业 务 支 持 中 心 经 理、产 品 发 展 部 经
理。入行 8 年服务数百学子申请到世界名
校。实力强悍的她，更能告诉你背景提升
的重要性，因为它是留学文书写作的必备
材料、提升全面能力的重要途径、申请世界
名校的标准配备、职业能力规划的宝贵实
践。
新通教育集团欧亚语培发展中心总经
理助理、兼亚洲产品经理陈丽，将主讲《亚
洲国际预科，让你离亚洲名校更近一步》。
陈丽进入教育留学行业迄今为止近十年，
曾应邀赴日考察交流。从幕后到台前，多
方位了解家长和学生内心诉求，尤其擅长
亚洲教育规划，提供专业贴心的规划指导。
宁波新通外语教学总监李梦，将作《新
通 2019 旗舰版托雅教材震撼发布》的讲
座。李梦以全 A 成绩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州
立大学 MBA 金融硕士学位，曾参加外交部
办澳洲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项目，曾任
芝加哥国际团访中心翻译官，作为新通集
团状元堂教师，主授科目包括托福口语/听
力 、雅 思 口 语/听 力 、GMAT 逻 辑 、SAT/
ACT 语法、历史、生物、经济、人文地理、
SAT 阅读。
李晶将作《遇见欧洲教育投资新机遇》
的讲座。

缤纷好礼现场派送
此次，还有一波亮闪闪的好礼在现场
派送——
签约礼品有拜尔电动牙刷、床用吸尘
器、卡帝乐行李箱、护眼仪、护颈仪、眼部按

以平常心迈好每一步
放眼人生漫长答卷

镇海中学吴国平校长寄语高三学子

全景展，
全景展
，
主打留学、
主打留学
、语培
语培、
、移民
移民、
、实习科研一站式服务
据悉，此次的全景展，主打留学、语培、
移民、实习科研一站式服务，每个部分都配
置了强大阵容，无论你是准备出国深造还
是冲进就业的大潮，这次全景展一定会让
你收获颇丰。接下来，先剧透一波“新通海
外文化教育全景展”
吧：
全新留学企划发布：美英澳加学长学
姐交流会重磅亮相，外语 2019 旗舰版托雅
教材发布。各位学弟学妹可以和他们在现
场探讨留学的收获和生活乐趣。现场开设
的中高考留学项目也能为爸爸妈妈们作一
站式解析。
世界 500 强实习就业：世界 500 强及
宁波名企实习暑期招募，现场面试，直通名

校园信息

摩仪等。
签约客户推荐意向留学客户，签约客
户可获得京东代金卡一张。
记者 包佳

高中三年，
紧张而珍贵。毕业
之后，就连食堂里的味道，都成了
一种美好的念想。即将迎来新一
年的高考，
高中生们又将开启新的
更广阔的天地。昨天上午，
镇海中
学举行了 2019 年高三学生毕业典
礼，
校长吴国平发表致辞。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吴
校长说，作为校长、长辈，要向学生们表示热烈祝贺。不仅祝贺学生顺利
毕业，
也向陪同孩子成长发展的老师、家长们致以敬意。
他说，人生最美是相遇，教育是最美的相遇。这场典礼，就像点兵，意
气风发。镇海中学 2019 届毕业生中，有 430 余人获国际、全国、省级各类
荣誉 1278 项，其中诞生了全国最美中学生、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诞生了第
29 届国际生物奥赛金牌获得者，诞生了入选中国国家队即将于 7 月征战
第 50 届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同学。
“这么多了不起的成就，令多少人
赞叹不已。”吴校长说，每一名学生都用心描绘了成长曲线，也书写了百年
镇中
“从优秀走向卓越”
的辉煌办学史。
提到高考，
吴校长称
“这场考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你的人生轨迹，
但
它不是可以决定你一生的因素。
”
他恳切地对学生们说，
漫长的未来生涯中，
你们将迎接无数大大小小的
“考试”
，
也会一次次得到高低不一的
“分数”
，
所
有的分数累加起来，
也许才可以给你的生命计算出一个最终的重量，
才可以
最终判定你的人生答卷是优秀还是良好还是及格抑或是不及格。
“以平常心，迈好每一步，过好每一天。”吴校长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
希望学生秉承赤诚报国的镇中好传统，做一名爱国者。二是希望学生秉
承追求卓越的镇中好传统，做一名奋斗者。三是希望学生秉承追慕美好
的镇中好传统，
做一名高尚者。
记者 徐叶 通讯员 曾昊溟

想考一流国际学校？

你一定要了解
“别人家孩子”
的英语学习方法
近几年，
宁波掀起了国际教育的热潮，
越来越多的家长前往杭州、上海各个
国际学校了解“什么是国际教育”，也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参加学校的入学考
试。记者通过与数十位家长的沟通，并采访具有 16 年托福雅思教学经验的宁
波知名英语培训机构——瀚森外语后，
发现那些成功进入上海一流国际学校的
孩子，
在英语学习上，
往往有以下三大特点：

拒绝死记硬背，拒绝“应试化”，选择“学科、拓展双结合”
英语学习不要靠死记硬背！有多年英语教学经验的老师说：想学好英语，
首先需要结合学科内容，将天文、地理、动物、历史等各门学科的知识点融入英
语学习过程中，
其次需要提升学习中的趣味性和拓展性。双管齐下激发学生的
英语学习兴趣，
是打好英语底子的基本调整方向。
上海的优秀学子会通过直接选择国外的原版教材来提升学科知识面和英
语能力，如《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尤为广受欢迎。其中 TIMEZONES 系列教材
（取材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系列教材）从 7 大学科领域出发，通过头脑风暴、
批判性思维、分组讨论等方法，注重在日常学习的过程中，积累学科知识，扩大
知识面，
将英语还原为沟通工具和知识载体，
而不是单纯作为学习的内容。

“语言运用能力”是一流国际高中面试更看重的点
语言的运用能力是什么？针对小初学生，我们更多突出的是：不光只是会
做中英翻译、会做选择题、会做语法题，而是将听说读写四个环节融合在一起，
同时能对词汇与语法进行不断的反复和强化。
在日常英语学习中，
如何才能提升
“语言的运用能力”
？瀚森外语校长来郁
凡女士说：好的英语学习氛围和足够优秀的英语教学老师，是提升英语综合能
力的两大关键性因素！但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英语学习者，听、说、读、写四大
板块缺一不可！学习最忌“补了这头，落了那头”，务必要达到学科的均衡提升
和发展！

正确的原版书籍阅读方式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学习英语很好的方法就是阅读原版书籍，但是为什么往
往见效缓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掌握了阅读原版书籍的正确打开方式，
没有抓
住阅读的核心精华。瀚森外语为小初阶段的学生特别开设“国际高中衔接课
程”
，以 TIMEZONES 为核心教材，打破传统放任式阅读，为每个学生制定一对
一个性化原版阅读计划，
并通过老师带读、重点文段深度剖析、课后小测试和自
主展示环节，培养学生仔细观察语言、分析判断、逻辑思维等能力，让孩子体会
与思想对话的乐趣，
从而精准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6 月 8 日、12 日晚上 19 点，瀚森外语为宁波 5-9 年级的家长及学子带来
“TIMEZONES 英语体验课”。在课上，您和孩子将深刻感受到“学科知识融入
英语课程，
并结合幽默风趣、多记忆点的教学模式”
给孩子带去的全新英语课堂
体验！
包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