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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名校!感受名校 !羊城晚报家
长俱乐部 "名校行 #系列活动 !此次将
邀请大家一起进入广州市铁一中学 $

于一草一木中感受铁一风华! 于一桌
一椅中畅谈来年梦想$

参观学校!广州市铁一中学!校本

部"

活动介绍! 家长及学生抵达铁一
参观校园! 听取小升初报考信息及参
与铁一校园活动$

活动时间 !

!!

月
"#

日 !周六 "

!#$

%&

%

!'$&&

活动对象 !小学四 &五 &六年级学
生

学校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东兴南
路文化里

!%

号!地铁杨箕站
(

出口"

预约电话 '

)'!%%%)* !*&!'*"*&'!

作为(哈佛两姐妹#的父亲!汪小武现
身说法谈家庭教育对许多中国家长来说
很有说服力$ (汪博士!对于我们这些普通
的孩子!应该怎么教育呢) #有家长急于想
知道成功的秘笈$汪小武笑道'(其实我的
二女儿智商只是中上水平 ! 但我努力挖
掘&发挥她的优点$ #

汪小武说!相比于在哈佛读化学专业
的大女儿!小女儿在数学等方面的天资并
没有那么出色$ (我们很早就发现!小女儿
比较擅长文科 ! 她写的文章很能赚人眼
泪!同时她还很喜欢人际交往$ #汪小武利
用女儿的这一特点!将她往(领导力#方面
引导$

汪小武回忆道 !有一天 !小女儿告诉
他班上有个同学生病了!她想帮助这个同
学!但不知道如何做$ 汪小武就问她'(如
果你病了 !最担心什么 ) #小女儿想了想
说!我担心作业完成不了$当天晚上!汪小
武带着女儿去了同学家!将学校布置的作

业告诉生病的孩子$

汪小武告诉女儿!领导力并不一定是
多么伟大的事!通过小事影响他人也是一
种领导力$ 通过这样一些为别人着想的小
事的实践 !女儿后来成为同学中的 (领头
羊#!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汪班#!如今在哈
佛大学就读政治管理专业$

(在孩子的成长中 !他们会遇到很多
挫折 !家长如果将这些困难利用好 !反而
可以帮助孩子进步$ #汪小武回忆两个女
儿成长历程中的多次(逆袭#'在俱乐部竞
选中落选 !就自己组织一个俱乐部 *没有
选入"尖子班+!就提出"击败天才班+的口
号 *学校没有组织参加化学竞赛 !就自己
组建一支校队参赛,,

汪小武一直鼓励发挥孩子的创造力
和领导力 '"领导力的锻炼能够激发出孩
子主动的学习 &创新能力 $ +这次回到中
国!他也立志于将领导力和创新力的理念
传递给中国家长$

在华南理工的校庆丛
书中!还介绍了一批工作在
学校基层的普通人 !例如五
山校区南门车辆入口处的
收费员曹燕$ 她大学刚毕业
就应聘成了华南理工南门
的一位收费员 !物业公司保
安部的队长丁文军至今还
清晰地记得曹燕来应聘时
自己的怀疑 ! "收费员工作
内容单一 ! 福利和待遇一
般$一个年轻貌美的-

+&

后.

女 大 学 生 愿 意 来 做 收 费
员) #而曹燕却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

去年上岗后 !她月月被评为
(优秀员工#!在绩效考核中
次次拿第一 !并成为司机们
眼中进入华工校园的第一
抹微笑$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记
者发稿时从华工获悉 !曹燕

已经离开了收费员岗位 !选
择继续读书深造$ 曹燕的前
同事告诉记者 !她的梦想是
做一名老师 !在华工的经历
让她重拾希望去追求更美
好的人生!她目前正在向着
自己的目标前行$

据了解 !华南理工该套
校庆丛书共有

!+

本 ! 真实
地再现了华南理工大学建
设 & 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轨
迹 !凸显了华南理工 (厚德
尚学&务实创新&自强不息 &

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

时间!

!!

月
"*

日下午
!#

#

&&,!'

#

&&

地点!越秀区陵园西路
!'

号广联

礼堂!地铁烈士陵园站
-

出口"

报名!

!)+""%#**!)

!杨广"

羊城晚报讯 又到一年求职季$ 进
入

!!

月!中国的网络&校园招聘频现!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涌向各大招聘会
现场$

对于太原工业学院大学四年级学
生刘晓来说!除了不放过各大招聘会&

通过主要招聘网站 (海投 #简历 !社交
网络求职成了她找工作的新途径$ (人
人网看看求职信息! 微博上浏览招聘
那些事儿,,#谈到 (尝鲜 #社交网络
求职!刘晓颇显轻松$

她说 !

+

月份开学自己就忙于求
职!两个月时间招聘会跑了十几家!简
历投了几百份!但最后都(石沉大海#$

(身边有的同学通过社交网站没费多
大劲儿就获得了实习机会! 有的还找
到了工作! 这让我开始关注社交网站
求职方式$ #刘晓说!像社交网上的求
职信息往往是熟人发布! 可以更快地
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

刘晓仅仅是一个缩影$ 近日!人人
网发布的 /

"&!%

应届毕业生求职意向
调研报告0调研数据显示!互联网已经
超过校园招聘会& 现场招聘会等渠道
成为

"&!%

应届生获取招聘信息使用
最多的渠道!

)&.*/

的应届生选择使用
互联网获取招聘信息 ! 有

"*/

的应届
生将社交网站列入求职的重要网络信
息渠道$

最近! 就职于广东一家广告公司
的高松将人人网状态改成了帮找工作
求职信息$ "刚好我的人人网的好友圈
有人从事策划工作! 就把师弟的求职
信息转发了$ +高松说!通过熟人圈发
布求职者信息! 会使求职者理想职业
的机会大大增加$

!来源#新华网"

一根香蕉!看中美家教大不同
!我既不是"羊爸#也不是"狼爸$%我只是帮助孩子们认识到自己的特

点%扬长避短地发展& '近日%一场名为!中美家庭教育差异'的沙龙在羊
城晚报举行% 活动主办方金羊网邀请到华裔物理学博士汪小武和广外附
校教师扈永进作为主讲嘉宾% 虽然两人不能全然代表美国和中国的家庭
教育%但从交锋中发现的差异%却引起现场家长的反思&

华南理工 60
周年校庆丛书爆
出趣闻多多———

在中国很多家长的眼里! 国内
的应试教育压力大 ! 升学竞争激
烈 !他们无比羡慕意味着 "自由 +&

"独立 +& "创造力 + 的美国教育环
境$ 汪小武说! 不要把美国或者中
国教育标签化了! 但也不要因为制
度限制了家庭教育的手脚! 如果逃
避就永远不会成功$

谈到家庭教育中的 "自由 +时 !

汪小武强调! 家庭教育中要有 "思
想上的自由&行为上的规矩+$ 扈永
进则强调 ' "从小就要定规矩 +!他
回忆了给儿子"立规矩+的往事$

"那时家在北方! 很难吃到水
果 ! 一次我买了一把香蕉回来 !儿
子很欢喜 $ 吃得只剩下四根时 !我
让他给我拿一根$ + 令扈永进想不
到的是!儿子不情愿 !他严肃地 "勒
令+ 儿子拿来! 最后在儿子的哭嚎
中一口口当着他的面把四根香蕉全
部吃掉$ "我每咬一口!儿子就嚎叫
一声! 就像在咬他一样$ + 扈永进
说!那次事情很好地教育了儿子$

"这不是真正的家庭教育!反而
是没有教育的后果 $ +"美国爸爸 +

汪小武当场不留情面地否认了扈永
进的做法$ 他说! 自己从女儿很小
时就告诉她们 ! 家庭是一个团体 !

有了好东西要和家人一起分享 $

"女儿一有好吃的 !不用我们说 !她
们自己就会很高兴地分给大家 $ +

汪小武认为! 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父
母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传递给孩子$

你知道中国馆的副总设计师钟情
!"#$%

吗%你知道
华南理工校门口收费亭的发卡员有着大学学历吗(

&&

月
&'

日%华南理工大学
()

周年校庆丛书首发仪式暨 !翰墨
深情'师生校友艺术作品展在该校五山校区举行%许多华
工校园内不为人知的故事被一一披露&

书中 ! 一位时尚工程师
格外引人注目 $ 建筑设计是
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 ! 在人
们印象中 ! 工程师的形象基
本都是头戴安全帽 ! 手抱图
纸!置身工地"指点江山+$ 而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副总设计
师 &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副院长倪阳完全颠覆
了大家的印象 ! 虽然他也要
跑工地!但他更喜欢名牌 !身
上穿的是

012-2

!腕上戴的

是宝嘉丽手表 ! "我喜欢名
牌 ! 穿得精致才能设计好的
作品!但是我吃得简单 !除了
应酬外!常常吃大学饭堂 $ +

倪阳说$

男人怕逛街 ! 倪阳却很
喜欢$ "我比老婆爱逛街$ +琳
琅满目的服装 &首饰 &包装盒
,,倪阳都喜欢$ "因为他们
的设计 & 色彩都会给我灵
感$ +他的不少得意作品的设
计灵感就来自时尚用品$

羊城晚报记者 林世宁 通讯员 华轩
收费员"我是 *)后大学生

逛人人 上微博

大学生#尝鲜$

社交网络求职

羊城晚报家长俱乐部
!名校行'第二场)广铁一中站*

信息速递

卓越 !"#$名牌大学
自主招生揭秘

中国馆设计师爱穿 %&'('

校门口发卡员有大学学历

设计师"我比老婆爱逛街

利用挫折进行!逆袭'

一根香蕉
引发教育分歧
汪小武认为!家庭教育的

本质是父母将自己的人生经

验传递给孩子

在俱乐部竞选中落选! 就自己组织一个俱乐部" 没有进

#尖子班$!就提出%击败天才班&的口号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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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璇 蒋琳莉

"哈佛两姐妹#之父汪小武做客羊城晚报谈中美家庭教育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