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贝思教育集团，一座崛起的“文化高地”
优贝思艺术学校携手小名堂文化培训学校、果必优英语培训学校、名门教育文化

培训学校、力晶亲子教育广场组成杭州优贝思教育集团

■记者 潘佳佳

当一件事，一个人能
办，一群人也能干的时候，
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校长
刘芳选择了后者，选择站在
一群人中间，那是因为在一
起干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达
到了自我实现，在一起干的
过程中大家都有了共同的
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学
校此时就不再是一所单位，
而是一座家园。

12月 16日，结合了优
质教育资源和先进教育理
念的教育集团——杭州优
贝思艺术教育集团正式授
牌成立。该集团集结了优
贝思艺术学校、小名堂文化
培训学校、果必优英语培训
学校、名门教育文化培训学
校、力晶亲子教育广场综合
体五大品牌教育机构。

成立后的杭州优贝思
教育集团以“成就孩子独一
无二的精彩人生，做最好的
自己”为目标，秉承“让每个
孩子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的教育理念，努力创造教与
学的乐趣，提升孩子的学习
和生活能力，引导他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正如集团董事长郑
佳所希望的，在多种教育资
源的紧密融合下，优贝思教
育集团将肩负起育人的责
任，以优异的教育质量、鲜
明的办学特色、丰富的展示
平台，让家长放心，让社会
满意，成为我区民办培训市
场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浙江省十佳艺术培训机构、浙江省品牌
影响力教育培训机构、杭州G20峰会《最忆
是杭州》小演员唯一选拔学校、萧山区教育
系统先进学校、萧山区民办培训学校规范办
学示范单位、中国儿童音乐学会教学实验基
地……2011年开始，优家人栉风沐雨，用努
力和汗水赢得了诸多荣誉，并开设了四家分
校，让更多的孩子享受优质的艺术教育。面
对这些成绩，他们没有放缓前进的脚步，于
2016年再谱华章，携手杭州师范大学钱江
学院，全面落实艺术教育多元化，认真践行

“德艺双馨”的办学理念，为萧山艺术爱好者

开创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作为区教育局批准成立的民办少儿艺

术培训学校，近年来，杭州优贝思艺术学校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已培养了一支爱岗敬
业的教师队伍，近60人的全职教师均毕业于
北京舞蹈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浙江艺术职业
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等艺术类专业院校。

多年的教学摸索，他们将科学的教育理
念、规范的专业技能、缤纷的实践舞台融入
于每个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努力搭建出通往
艺术的桥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拥有品德、
技能、自信、快乐为一体的优秀艺术人才。

优贝思艺术学校：
走进艺术殿堂，共享美的盛宴

针对6—16岁的青少年，开设了剑桥
英语、新概念英语、自然拼读课程以及国
际音标课程，这是果必优英语培训学校最
直接的呈现。为了让孩子在纯英语的环
境下自然地掌握英语，学校采用“纯美式”
的少儿教育理念，将英语以掌握母语的方
式巧妙地融入课堂。每周电影视听、西式

生日Party、户外亲子课堂……多姿多彩
的课余活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游戏中
获得知识，在欢笑中提高情商！

“教育者要永远保持一颗充满爱与责
任的心。”接下来，果必优英语培训学校还
将通过不断探索与创新，让每个孩子学有
所成，迎接更多机遇和挑战。

果必优英语培训学校：
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迎接未来的挑战

杭州小名堂文化培训学校是优贝思
教育集团旗下的优秀幼儿教育品牌，专为
杭州本地3—8岁孩子提供优质教育。学
校以“快乐多元办学，良好习惯养成，家校
共同成长”为办学目标，开设了双语幼小衔
接课程、双语幼托课程、晚托课程等。

据学校老师介绍，小名堂文化培训学
校开设的课程各有特色，全方位守护孩子
的成长。双语幼小衔接课程采用多媒体
教学，不仅注重知识的学习与衔接，而且
在教学中有效地融入了学习习惯、生活习
惯的养成以及品德的培养，做到让孩子衔
接有学，衔接有律。同时，衔接课程以英
语教学和专业化艺术教学为特色，让孩子
在学好文化课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语言

水平，激发自己的兴趣爱好；双语幼托课
程是一门针对2—4周岁孩子的开发大脑
的课程，从语言、社会、益智、艺术、科学各
领域来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观察能力、交
往能力等；晚托课程是为不能按时接送孩
子放学，无法辅导孩子家庭作业的家长定
制的贴心服务课程。

“我们老师的一个身份是教育者，在
教书育人的前提下，会帮孩子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另一个身份是妈妈，他们会给
孩子准备健康营养的晚餐，建立紧密的家
校联系，助力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对于
老师自身能力的提升，小名堂文化培训学
校将不厌其烦地进行系统培训，不遗余力
地打造一支充满力量和热情的教师队伍。

杭州小名堂文化培训学校：
让孩子在“快乐教育”中幸福成长

集儿童游乐、教育培训、商业零售、体
育文创等功能的“一站式”儿童教育生活
体验乐园是力晶亲子教育广场综合体的
定位，也是优贝思教育集团的教育延伸产
品。这家新型商业综合体力求解决家庭
教育的多个难题，以科学的品牌理念、先
进的管理模式、完备的服务体系帮助家长
和孩子更好地享受教育服务。目前，该广
场已融合了多个教育功能的场馆，如运动
馆、教学馆、游乐区等，正以崭新的面貌努
力成为孩子们成长中的“童话乐园”。

校校有特色，为的是避免让孩子们以
后走“独木桥”，能拥有更多选择。实施以
人为本、遵循规律、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
育，这是实现优贝思教育集团提出的“让
每个孩子做最好的自己”的本质要求。未
来3年，优贝思教育集团将脚踏实地做好
育人工作，引入更多教育“活水”，提升学
校品味，建设成一流的现代化教育集团，
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人生中绽放出更加璀
璨的光芒。

力晶亲子教育广场综合体：
“一站式”综合体，打造孩子的“童话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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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范小亮

日前，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召开“产业
转型升级背景下新型产业大军的培养”校
企同生研讨会。新松机器人、胜达集团、
水务集团、万向精工、永杰新材料、恒逸集
团、友佳精密机械、杭申集团、杭维柯、杭
齿集团、杭萧钢构、欣美电器、浙江永田、
通用电气、航民百泰等34家企业的50多
位企业领导，以及区人才管理服务处主任
高水春，区就业管理服务处主任杜少威，
杭州湾智慧谷党委书记金荣尧，区人社局
职业培训教育科科长王尧林，杭州萧山技
师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许红平，杭州萧山
技师学院副院长徐巨峰、何颖丽、曹飞颖
以及学院相关处室、系部负责人参加了研
讨会。会议由该院副院长鲁建峰主持。

会上，学院教务处、学生处、产研处、
培训处、高教处的负责人总结了2017年
度校企合作情况，并就未来的合作趋势进

行了展望。杜少威，金荣尧，王尧林分别
就人才引进、就业保障、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技能人才待遇等方面的政策动态与
大家进行了分享。

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许红平代表学院
对各位政府部门领导、企业领导参加本次
会议表示欢迎。他向来宾们介绍了技师
学院的办学层次与定位。2017年是萧山
技师学院发展中关键的一年，学院正式升
格为杭州萧山技师学院，进一步提升了师
资力量和生源素质，资源进一步扩张，基
地建设进一步完善，办学经费进一步增
长，技能大赛成绩进一步提升，政府进一
步重视，社会进一步认可，影响进一步扩
大，校企进一步融合。在此背景下，学院
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重新定位，企业对
学院的毕业生也在重新定位，校企同生将
在学院落实，将实现厂中校、校中厂、店中
校、校中店。许红平希望学校、企业能够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标准，共同研发课程体

系，共同打造师资队伍，共享基地设备平
台，共同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共同完善工
学一体管理，共同参与人才考核评价，共
同进行国际资格认证。最后他邀请企业
多走进学院实地考察，参与到学院新型学徒
制试点工作中，提升互动频率，形成共振。

在随后的校企同生分组讨论交流中，
企业领导们纷纷畅所欲言，献计献策。胜
达集团副总裁孙学勤表示学院的毕业生
一届比一届优秀，胜达也为他们的未来匹
配了更高的发展平台以及更多的选择。
恒逸集团综合管理总经理倪金梅在会上
向学院抛来橄榄枝，希望能在与学院已经
开展工学交替合作的基础上开办冠名班，
集团的资深技术专家加入学院的校企师
资联盟。

本次校企同生研讨会的召开，加强了
政校企三方联动，将进一步拓宽合作范
围，延伸合作深度，实现校企深度融合，助
推学院高端复合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34家知名企业与萧山技师学院共商
“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新型产业大军培养”

一、《可复制的领导力》
樊登著，中信出版集团，定价49元。

“樊登读书会”发起人樊登首部作品。首
次公开4年实现300万付费用户的指数
级增长奥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教授 陈春花、猎豹移动CEO傅盛作序推
荐。马东（米未传媒创始人）、戴威（ofo共
享单车创始人）、余建军（喜马拉雅FM联
合创始人）、宗毅（芬尼克兹创始人）等联
袂推荐。带团队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领
导者，学会领导力，收获影响力。9大行动
铁律，34项关键技能，北大总裁班、清华
MBA、海尔、苏宁等都推崇的团队管理法则。

二、《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吴晓波著，中信出版集团，定价58

元。知名财经作者吴晓波新作，畅销十
年、销量超过两百万册的《激荡三十年》续
篇，至此完成改革开放四十年企业史完整
记录。作为时代记录者，吴晓波有意识地
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记录中国
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对我们影响至深的人
物与事件，串成一部我们每个人的时代激
荡史。而如今的这十年，无疑更壮观，也
更扑朔迷离。很多事情，在当时并未有很
深很透的感受，回过头来再看，可能命运
的轨迹就在那一刻无意中形成。这也是
我们之所以应该回望历史的原因。

三、《请停止无效社交》
李小墨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定价

36.8元。主题直击痛点：随着智能手机普
及和自媒体爆发，人们的社交范围貌似扩
大，但深度和效果却愈发肤浅，甚至为社
交所累。本书正是为解决这一痛点而来，
堪称一部人际交往的“断舍离”手册。分
析全面透彻：本书分为“社交的本质分析”

“社交与情商的关系”“有效社交五大要
点”“无效社交”三大模式这四部分，基本
涵盖了当代社交方方面面。观点新颖别
致：作者提出了很多颠覆传统社交理论的
观点，如“社交的本质就是等价交换”“人
脉不是求来的，而是你的优秀吸引来的”

“沟通的目的比过程更重要”“结交枢纽式

人物的利与弊分析”等等。
四、《妈妈是什么》
渡渡鸟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定价55

元。渡渡鸟，妈妈哲学创始人。以哲学学
者的科研习惯和跨中美养育子女的实践，
在日常育儿过程中沁入哲学的力量，给予
孩子和父母成长的核心能源。在养育三
个不同年龄层孩子所总结出的心得中，提
出“妈妈与孩子一起成长”“做妈妈是一种
修行”“如何开启孩子内在的核心动力”等
等。同时，对妈妈在孩子成长中所扮演的
不同角色作了功能性细分。通过日常的
观察，用一则则生动的育儿故事讲述爱与
信任、性格与情感、创造力和社交中蕴含
的妈妈哲学。

五、《优秀的人从来不会输在表达上》
王鹏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定价

39.8元。大凡优秀的人一定有优秀的表
达力，但他们的表达力并不是与生俱来，
而是后天养成的说话技巧。为什么有的
人表达能力强有的人弱呢？那是因为表
达能力弱的人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以及不
得表达方法的要领。作者为了解决“不敢
说话、不会表达”人群的困扰，走访了节目
主持人、脱口秀达人、优秀辩手、谈判专
家、企业管理者……积累了大量详实的案
例，通过这些案例，他深层挖掘人们不会
表达的原因，打破不会沟通的障碍，帮助
你建立强大的表达能力，迅速从不会说到
言之有物，从说话枯燥无味到妙趣横生，
从“被人说服”到“说服别人”，从少言寡语
到谈判高手……帮助你打造属于自己的
说话之道，使你在生活中获得幸福感，在工
作中获得认同感，成为一个优秀的表达者。

以上图书由萧山书城推荐
萧山书城地址:萧绍路1028号（长途

汽车站向西100米）
服务热线：82640808
网 上 书 城 ：http：//xiaoshan.

zxhsd.com； http://www.xsxhsd.
com

以上图书萧山书城均已面市。

■通讯员 冯凯

12月12日下午，省电大首届科研创新
团队项目《物联网技术在开放大学建设与发
展中的应用研究》中期检查评审会在浙江电
大萧山学院举行。浙江电大副校长王正东
教授、科研处处长吴伟赋教授、研究院周美
秀教授等专家进行评审，浙江电大萧山学院
院长胡国良、副院长黄美初及项目团队成员
参加评审会。

该项目由浙江电大萧山学院陈立建
老师担任团队负责人。陈立建首先就项

目研究内容的进展、团队建设与交流情
况、团队成员的成长情况、预期成果的实
现情况、前期的经费使用情况、下阶段研
究工作展望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汇报。专
家们在认真听取了团队负责人的汇报、审
阅中期检查材料的基础上，肯定了创新团
队的工作，认为该团队比较全面地完成了
年度考核指标，团队成员科研成果丰富、
成果质量较高，注重交流学习和自身发
展，科研成果有创新性、针对性较强。

王正东教授强调科研创新团队建设
要站在人才培养的高度，要带领大家共同

成长；科研人员要有学术自信，要在核心
成果上树立标杆，他希望团队成员加强内部
制度建设，切实做好课题研究的各项任务，
引领和提升学校科研水平和科研层次。

胡国良院长对到会的领导和专家表
示诚挚感谢，同时明确表态将全力支持科
研创新团队的工作，并希望团队成员认真
地记录各位专家指出存在的问题以及接
下来开展工作的方向，在已经取得的成果
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应用方面研究的力
度，保质保量地做好三年的建设工作，达
成预期的建设目标。

浙江电大萧山学院召开
省电大首届科研创新团队中期检查评审会

“师出名门，名满天下。”在名门教育文
化培训学校的老师们心中，这是自己努力
前行的目标，更是一份动力与激励。为了
实现这个愿景，学校积极吸纳优秀人才，通
过层层选拔，将高学历教师吸引进名门教
师团队。参与课程研讨、展开磨课活动、设
置分层式课程体系、安排暖心课后服务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孜孜不倦地全
身心投入，不仅赢得了家长的好评，还培养

了许多升入重点高中和大学的优秀学员。
学校在勤练内功时，深知创新是教育

的灵魂，针对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均设
计了数学、语文、科学等富有创意的文化类
课程，这些课程有别于学校课程，不仅上课
内容新颖独到，而且家长可以全程听课。
班主任会根据家长的听课情况，联合任课
老师对每位孩子进行个性化教学，帮助孩
子重拾学习的信心。

名门教育文化培训学校：
提升学习能力，帮助孩子建立高效的学习体系

新书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