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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C演讲俱乐部第一期结业典礼
Albert Chen呼吁同学磨练领导能力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黄博士在过去的7年里，一对一，帮助过众多高中毕业生

进入他／她们的梦校（如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麻省

理工、耶鲁、哥伦比亚、加大）。学生们从他那里得到手

把手的申请作文的帮助。从构思立意到例子应用，文章结

构，和遣词造句，黄博士都会精心指导。

•	 另外，服务还包括简历和CommonApp方面的指导，使得学生

能够从counselor及老师那里得到非常好的推荐，并使整个

申请一体化。黄博士还会推荐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补上一

些必要的活动，以提高申请质量。

•	 你家孩子如需要大学申请方面的帮助，请联系黄博士。

大学申请
服务已开始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儿 童 绘 画 启 迪 ( 一 )

2015 十月初，北京四中国际校区志愿者与
北京盛基艺术学校藏族孤儿相约北海，开始
了一天的难忘之旅。

带盛基艺术学校藏族孤儿北京一日游活动
是北京四中国际校区志愿队的一个活動。不
同于大多数普通学校，盛基艺术学校是一所
全日制公益学校，曾经六进藏区接收藏族孤
儿来京学习艺术。因为平时孩子们功課繁
重，很少有机会亲身体验北京城的历史文
化。北京四中国际校区志愿总队于2015.6.21
開始为同學们开展了游玩前门、天安门广场
和国家博物馆的活动，此次的北海之旅也
是由志愿总队设计的北京一日游的第二次
活动。

不同于一般的一日游旅行活动，此次北海
之旅的时间相对较短，形式也与众不同：我
们将同学分成八个小组，每个小组团队内协
作完成诸多与中华文化，北京城历史相关的
任务，比如：在临水游廊上寻找历史典故，
探寻九龙壁的建筑年代等等，通关任务完成
后最终获得精心准备的小奖品。

约上午九时左右，八组由志愿者领队带领
的小队出发啦！组员一起研究地图，在任务
点间也不忘留心收集卡牌，一起坐船上琼华
岛，爬山在白塔前合影留念，猜濠濮间的建

筑风格，在华藏界牌楼辨别雌雄石狮，在遇
到别的小队时进行卡牌PK……

一上午很快在大家紧张兴奋的寻找和欢声
笑语中过去了。中午十二时左右各个小分队
相继来到终点，记录比分，计算时间，最后
颁发奖品纪念品。这次激动人心的北海之旅
不仅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所有参与的孩子

们和志愿者也都从中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受益匪浅。

用心做好每一次志愿、每一个活动，用正
能量去影响身边的人，用爱心把世界点亮！

2 0 世 纪 最 伟 大 的 艺 术 大 师 毕 加 索
曾说“All children are artists. The 
problem is how to remain an artist 
once he grows up.”(Pablo Picasso)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喜好，但很少有孩
子天生不喜欢画画的。但随着孩子的成长，
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对画画有持续的热情。
常常有家长来问“我的孩子很喜欢在家涂涂
画画。是不是该开始正规学习绘画了呢？”
儿童绘画与年龄有很大的关系，但却不是只
要到了这个年龄就能画出来，还需要成人的
启发、引导和培养。那么，儿童什么时候开
始学画画呢？儿童绘画在各个时期又有哪些
特点呢？

  1-3岁涂鸦期
 婴儿从出生后下半年开始，学会了用拇

指与食指拿东西，这是手的动作发展的非常
关键的一步，为书写、绘画能力的发展打下
了基础。一般地讲，儿童过了周岁就能够画
画了。幼儿2岁以后就开始会使用铅笔或蜡
笔，画一些圆圈或直线，并试图用自己所画
的简单线条来表示周围的事物。此时儿童就
进入了发展书写、绘画能力的关键时期。在
这一时期内，只要给儿童铅笔或蜡笔，儿童

就学着大人的样子在纸上画出线条和写出”
字”来。当孩子自己发现胳膊一动就能画出
线条时，就会高高兴兴地反复画，而且往往

沉浸其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家长对孩子的兴趣要给与保护和引导，

不要因为担心孩子弄脏衣服就阻止孩子写写
画画。

4-6岁符号期（象征性）
4岁前的孩子思想还比较模糊，也没有

耐心坐下来听老师讲课。这个时候家长只需
要保护孩子们的绘画兴趣就可以了，不需要
专门去学习。等到了5岁，小孩一般已上了
kindergarten，从心理上已经认同了集体授课
的方式，而且也对事物的形状、特点有一个

比较主观的把握。也就是说，4、5岁是绘画
学习开始的最佳年龄。

6-9岁造型期
儿童经历了前两个年龄阶段的涂涂画

画，有了一定的经验和体会。在这一阶段作
品中，对造型有了较为明显的认识和理解，
线条变得较为流畅，表达意识的能力有所提 
高，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更加体现在画面
上，喜欢鲜艳的对比用色。在这一阶段，儿
童创作欲望高涨，是绘画活动的高峰期。应
特别注意引导儿童接受正确的指 导，避免
儿童过于单一化、成人化、概念化的倾向，
那样会导致作品失去儿童画的特点和意义。

印第安纳“玩美童画”Rubi

9岁以后再现期
在这段时期里，儿童一般在学校接受了

较为规范的绘画教育和训练，心理和生理条
件逐渐成熟，开始追求成人化的审美标准。
他们对形象有了初步掌握，开始追求准 确
性，比较注重作品的写实性。这种观念的改
变，使儿童对自己过去的绘画表现出怀疑的
态度，甚至有时会产生失望的情绪。儿童的
志趣会出现了两极分化，一部分 儿童可能
会放弃绘画，兴趣转移；另一部分人渴望能
像成人那样画出客观的逼真效果。处在这一
转型时期，要特别注意引导这一部分儿童进
入专业技法的学习， 还可以通过专业的绘

画辅导班来提高孩子的绘画能力。

 当然，儿童发展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
有差异性，包括绘画或是美育。以上仅仅是
大多数儿童的绘画发展规律，也有个别孩子
有超常的能力。在绘画上，有的表现在旺盛
的想象力方面，有的表现在出色的观察力方
面，还有的表现在丰富的造型能力或是敏感
的色彩感受力等等。总之，每个孩子都是独
特而精彩的！

 
（本文作者Rubi老师热爱儿童美术教育，有

10多年的国内外儿童美育经验。分别在中国和
美国获得艺术学士和艺术设计硕士学位，并在
多个艺术领域不断深造，包括插画、版画、国

画、服装设计、形象设计、书籍设计、平面设
计，网页，多媒体等。 文中所有图片为“玩美童
画”Rubi老师提供，未经容许，请勿转载！若需
转载引用，请联络we chat ID: warmimages   Email: 

warmcolor4@gmail.com)

Amelia Riegel（5岁）, Katie Sun(5岁)

上行左至右: Alan Lai (8岁), Ethan Wu (8岁), 
Edward Wang (10岁), Michael Gao（8岁);
下行左至右: Kellen Gong（8岁), Kevin Cao（7

岁), Andrew He（7岁), Taylor Zhuang（7岁）         

上行左至右: Sarah Chen（9岁), Ivy Wei（7岁), 
Kevin Cao（7岁);                              
 下行左至右: Rico Tang（7岁), Chloe Hu(8岁), 

Taylor Zhuang（7岁）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由SEEC 主
辦，Edgar Huang黃少華教授 (Edgar Huang)
，Sherry Huang 主辦，Toastmasters 協助的
演講俱樂部第一期同學，在完成了八堂訓練
課程之後，舉行了結業典禮。

經過了八堂的訓練，同學們在演講的技巧
上，普遍有了明顯的的進步。

演講俱樂部的訓練，其實不止於演講技
巧，在對同學的領導能力培養上，也是課程
重點。

演說的技巧，絕不止於台上發表演講的技
巧，「聽」的功夫尤其重要。訓練課程中，
在聽完對方自我介紹之後，立刻要能簡要說
出對方說的內容。

領導能力，更不是單向要求別人「聽自己
的」。在結業式中，同學說得好。懂得妥
協，讓對方知道自己能接受不同的觀點，也
願意做適當的妥協，才是作為領導人的必要
條件。

已宣佈退
休的Telamon 
總裁 Albert 
Chen 先生
以特別來賓
身份勉勵同
學，繼續磨
練領導能
力，多為社
會付出。

Albert 
Chen 先生
所領導的
Telamon 公司數十年來，長期支持本地的社
會活動。陳先生說，自己從小不富裕，所以
物質生活非常簡單。 手邊的金錢，買件貴
衣服和便宜的衣服上，其實沒有差別。 他
總覺得金錢應該花在最有意義的地方。支持
有意義的社會活動，自然是他樂意的做法。

演講俱樂部第一期同學合影

Albert Chen: 金錢應該花在最
有意義的地方

北京四中 盛基艺术学校藏族同学
体验北京文化

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奔走在任务点间

活动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