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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绘本图文并茂

开启英语学习新途径

在欧美发达国家，绘本故事一直是用以

教授幼儿学习语言的载体。英语绘本以完整

的故事、逼真的插画、原汁原味的故事录音，

为儿童提供“自然习得语言”的情境，儿童

可以依托插图体验情节背景，在故事中感知

地道语言。因此，对于幼儿包括少儿的英语

学习来说，英语原版绘本是非常好的途径。

生动形象的绘本， 让孩子从小就可以

接触丰富的英语词汇和句式， 押韵的语句

易于孩子模仿， 对孩子语感的建立奠定了

基础。同时，绘本阅读提供了积极的视觉刺

激， 图文并茂的视觉盛宴加快了孩子大脑

神经组织的发育和成熟， 广阔的想象空间

促进孩子思维发散力、逻辑思考能力、预测

推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自主阅读不够多

阅读兴趣是关键

近年来，国内家长尤其是80后家长，对儿

童绘本的兴趣和重视越发强烈， 出版社也引

进了大量国外经典绘本。 虽然家长们对绘本

的接受度提高了，但使用并没有想象的理想。

目前， 国内孩子能够自主阅读英文的不是很

多，主要是因为没有系统地学习阅读方法。

“当然，国内难以买到英文原版绘本是

一个直接原因。”唐良君说，新东方泡泡教

育的绘本阅读英语课程， 幼儿阶段是与麦

格劳希尔集团合作， 使用该集团原版经典

材料； 少儿阶段则是新东方研发团队历经

三年研发的英文教材。

“绘本教学重在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绘本的形式可以吸引孩子去阅读，然后他们

愿意自己去读，独立完成阅读，最后会跟爸

爸妈妈讲自己读了些什么。” 唐良君介绍，

目前，成都新东方泡泡少儿英语正在开设绘

本教学课程———“泡泡宝贝英语”，专为4~6

岁儿童设计，用互动白板课件、学生课后练

习软件、DVD、网络学习平台等多媒体教学

资源，让学员多维度接触语言，高品质的数

码化教材是该课程一大特色。

绘本选择

尽量选用英文原版

唐良君建议，家里有条件的，尽量选择英

文原版绘本， 或英文原版与引进版对照着看。

选择绘本，首先要看图片的精美程度，包括绘

本中色彩的搭配，这能培养孩子的审美观。“国

外的绘本在语言编排和故事编排上， 更有趣

味，更切合孩子的心理。”唐良君说，好的绘本，

除了图片和语言等知识点外，还隐含了其他故

事和情节，让孩子感悟到其他一些基础知识。

亲子阅读的方式无定势。唐良君指出，英语

功底不扎实的， 建议用软件或光碟等让孩子直

接跟读，在语言的准确性上进行指引。但家长可

以先从中文故事开始，让孩子对阅读感兴趣。以

身作则，建立亲子阅读的习惯，一样可以读出趣

味和收获。而且，每一遍的读法都会有所不同。

妈妈英语好、孩子程度高的，可以多些英语少些

中文辅助。“说到底，无论中文阅读还是英文阅

读，都不是为了马上认字。书籍本身是孩子提高

自我认知能力、完成内在建构的一个途径，只要

能满足这个功能，不管什么语言，想怎样读就怎

样读。认字的事情，尤其对适合拼读的英文，是

水到渠成的事。”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解决9大学科记忆难题

轻松考试拿高分

“超级讨厌背诵英语单词、文言文、数理

化公式，总是记住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死记

硬背特别痛苦， 特别羡慕班里那些成绩好、

记忆力超好的同学。”13岁的张璇在体验课

现场抓着老师的手，说出了自己的困惑。

接受超能学习法的训练后，对于记忆，张璇

有了新的体会：“我想告诉那些跟我一样觉得

自己记忆力差的同学们， 记忆其实是有技巧

的，运用超能学习法记单词，快速而且记得牢，

一篇课文十分钟就可以背完，而且印象特别深

刻，基本不用花费时间再去巩固。现在我的英

语成绩已经进步了30多分，我以后还要用超能

学习法记忆更多的学科内容。”

卓卷教育资深专家指出，超能学习法让背

诵学习变得科学、高效、简单，更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并提升自信，让学生的学习意愿度大

幅提升的同时，也找回了对知识的渴望。

超能学习法

学习记忆力提高数倍

在“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体验课

现场，记忆大师展示了四六级词典背诵。随机

抽取词典的页数，记忆大师都能说出在此页

面上的所有单词拼写、读音以及中文意思，这

让现场所有家长和孩子叹为观止。然而这项

技能不只是记忆大师能做到，现场抽取孩子

经过短短30分钟的培训， 也可以将25个无规

律字母组成的单词倒背如流。很多孩子都有

惨痛的背单词经历，可是在现场，孩子们争先

恐后地为自己争取学习和背单词的机会，让

家长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卓卷教育记忆力专家指出：记忆效果的

差距主要是记忆方法的区别，超能学习法全

面开发孩子大脑，使孩子敢想、能想、会想，

充分提高孩子大脑的记忆能力，让孩子的记

忆力提高8倍以上，使孩子彻底爱上学习，考

试轻松拿高分。

一堂免费课

英语成绩提高几十分

王欢（化名），

13

岁，成都某中学初二学生：

对于英语我真的是没办法了，一开始只

是不喜欢，后来甚至讨厌学英语了，尤其是要

背诵那些密密麻麻的英语单词。可是被妈妈

带到“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体验课上，

而且幸运地被抽中，经过短短30分钟的训练，

我就能背出25个无规律的字母， 特别是老师

交给我的记忆法，让我一下子觉得学习是一

件很快乐的事情，背英语单词原来这么有意

思。上个月的月考成绩出来后，我自己都吓一

跳，我的英语成绩比以前考过的最高分还要

高出25分， 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奇

迹，都问我是怎么学习的。所以，我现在相信，

不是我学不好，而是方法没找到。

■“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体验式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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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卓卷教育（中国）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都江堰光亚国际学校

承办单位：北京卓卷教育集团成都校区

最新体验课时间：

4

月

27

日

9

：

00(

正在火

热抢票中）

体验课地点：劳动人民文化宫（青羊大

道

129

号金沙车站对面）

抢票热线：

028-66765866 (

免费·限

50

个家庭）

温情提示：本次体验课免费，家长需缴

纳

50

元席位押金，入场时凭票退还。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引爆智能教育

学大教育

发布“e学大”

4月12日下午，学大教育在成都召开

了以“智能教育大爆炸”为主题的新产品

上线发布会，在发布会上，发布了学大个

性化智能辅导系统———“e学大”，并宣布

开启个性化智能辅导时代，给互联网时代

的中小学生带来学习大变革。这昭示着学

大教育开始正式布局互联网，同时意味着

众多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已全部发力在

线教育。

据了解，此次学大教育发布的“e学

大” 是一套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个性化智

能辅导app，它利用ASPG个性化学习及辅

导体系和大数据追踪技术， 可以精准分

析学生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全程

透明介入式管理，让学生、家长体会独特

的个性化教育。 它让教学过程变得更加

个性、更加效率和更加开放，解决了传统

教育面临的对教师依赖性强、 学习内容

不够精准以及教学过程对家长过于封闭

等问题。

除了发布“e学大”新产品，在本次发

布会上，学大也宣布了最新的个性化智能

辅导模式。通过“e学大”，学大教育将开

创线上线下整合互补的全新O2O教学，打

造个性化智能辅导体系。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英语绘本,让孩子“自然习得语言”

面对全球化趋势，很多小朋友甚至还没上幼儿园就开始学

英语了。但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学习兴趣不高，还有的出现厌学

情绪。成都新东方泡泡少儿教育主管唐良君表示：“学习英语关

键是培养兴趣，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尤其是阅读习惯。要给孩

子创设一个自由的环境，绘本教学是比较好的方法。”

挑战记忆极限 高分就在眼前

根据相关网络调查显示， 一些家长在

谈到当前中学英语教学时表示，内容难度较

大，没考虑到孩子的接受能力；上课提问太

少，互动不够，课堂纪律有待加强；老师的指

导太少，孩子英语学习兴趣得不到提升……

这些目前中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弊端，也一

定程度上成为孩子英语学习的阻碍。

为了彻底改善孩子的学习方法，激发孩

子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成绩，由卓卷教育集

团主办的“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体验课

将于

4

月

27

日上午开讲。卓卷教育资深专家

现场传授高效学习秘诀，家长还有机会亲眼

见证自己孩子在

30

分钟专业训练后， 将

25

个无规律字母倒背如流的神奇蜕变。感兴趣

的家长，请拨打抢票电话

028-66765866

。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

成都“抛绣球”

4月8日， 由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商务

处主办的“中国职业教育和培训现状与展

望论坛”在成都举行。该论坛是“澳大利亚

周·中国”的首个教育专题活动，旨在从澳

大利亚院校的角度出发， 剖析中国职业教

育和培训的发展现状， 探讨澳大利亚院校

与培训机构在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中

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澳大利亚周·中

国”是澳大利亚政府在华启动的最大规模

的经贸与教育推广活动，4月8日~11日在北

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同时展开。

本次论坛上， 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商

务处与澳大利亚公立职业技术与继续教育

学院联盟 （TAFE� Directors� Australia），分

别对中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与现状发

布了研究报告， 详细分析了中国职业教育

与培训框架、发展与政策指导，并对未来双

边合作与交流给予了建议。

据介绍， 澳大利亚现有61所公立技术

与培训学院、4000多所私立职业教育与培

训机构。2013年，中国学生注册入读澳大利

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达14,200余人次。

这些职业院校与培训机构所提供的课程繁

多，入学时间灵活，并可授予多个级别的证

书与专科文凭， 部分院校还可授予高等教

育学位文凭。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