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共赢，让爱无限传递

2019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三

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贝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尔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优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秀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区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风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采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风采 见习编辑：董以良 版式：曾善美 校对：李虹 杨红章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科教新报08-09

编者按：2019 年，是教育的“变革年”，系统的力量让课后服务行
业更加规范、标准、精细，在这一年里，贝尔安亲不断突破创新，以卓
越的产品、精细化的课后服务体系辐射全国，化身驱动行业发展的引
擎，带领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今年 11 月至 12 月，贝尔安亲继续发起一年一度“年终评选”活
动，评选了贝尔安亲 2019 年全国十大影响力校区 10 家、全国样板校
15 家和全国优秀团队 14 家，鼓励和表彰贝尔安亲全体系的先进团队
和个人，为教育传达感恩和爱。 本期将分组展示部分优秀校区的特色
风采。

陕西省西安市贝尔安亲浐灞一小校区于 2017年 7月正式开业， 两年来该校区一直秉承
“共赢”的理念，紧跟总部步伐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同时，从不吝啬自己的经验，成功协助贝尔安亲
交大阳光海蓝城小学校区等 5个校区的运营发展，推动贝尔安亲成为西安市浐灞区域托管行业的旗
舰性品牌，在本区域内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在坚持“共赢”的同时，浐灞一小校区还大胆创新运营模式。 2017年开业伊始，该校区采取缴纳
少量定金，后期催缴尾款的形式进行运营。2019年 5月校长王琳启用了“年缴费用”的新型运营模式，
得到了广大安亲家长的支持。 目前老校区在校人数
80人，64人年缴，占比 80%。

让“共赢”的种子落地生根发芽，在“创新”中成
就孩子脸上自信的笑容。 贝尔安亲浐灞一小校区将
继续昂首阔步，让爱无限传递。

陕西省西安市浐灞一小校区：

同心 +合作，团队共成长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小学校区：

乐学 +坚守，信赖促教育

小种子，大期待
一粒种子的发芽需要大地厚实温暖的怀抱，更需要润物细无声地浇灌和炙热阳光地洗礼，孩子的成长也是如此。
2019年的夏日，广东省珠海市贝尔安亲航空新城校区迎来了第一批新生。 他们如同一张张白纸，纯洁无瑕。 校区所

有的老师明白，这些白纸上能够描绘出什么样的图案，需要他们来引导。 为了让这些刚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孩子平稳过渡
到小学，每位贝尔安亲的老师都下了不少功夫。

孩子们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天天充满欢声笑语的地方，喜欢上这里的每一位老师。 不管是教导识字的妮妮老师，还是
教导数学的花花老师，亦或是教导拼音的鸭鸭老师，成长营结束时的泪水和精心准备的礼物，表达了孩子们的“感恩”之
情。 在这里，老师们的使命是：成就孩子们脸上自信的笑容，每一个孩子都是校区最美好的“期待”。

广东省珠海市航空新城小学校区：

寒假班时间短不好招生？孩子要回老家或兴趣课时间冲突？山东省胶州市
贝尔安亲胶州实验小学校区今年寒假班仅一天就报名 65 人，家长积极报名的
秘诀是什么？

秘诀，就是品质！
品质体现在备课中，校长要求所有课程至少提前一周备课、每周磨课、研

课，逐一点评。
品质体现在精细的流程里，校区每周定时大扫除、水杯及毛巾清洁、紫外

线消毒，追求细节的极致。
品质体现在多元的能力培养中，校区定期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在这里孩子

们不仅仅是写作业，更重要的是动手、社交等多元能力培养。
品质体现在温馨的氛围里，老师摘下大人面具，与孩子平等相处。 老师与

家长相互理解、体谅，彼此信任。
最好的教育，从来都是一种潜移默化而深远持久的影响。 而这种源源不断

的能量源于安亲老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有了爱心、恒心、耐心、细心，才有了
老师们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山东省胶州市实验小学校区：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小学校区的团队， 是由 6位平均
年龄 20岁的年轻女孩组成。团队中有“开心果”担当天天，颜值担当
果果，淡定担当静静，优雅担当金金，操心妈妈笑笑，无所不能苹果。

在工作中，她们是彼此的左膀右臂。 在某位老师有紧急待处理
的事情时，不用交代，就会有其他的小伙伴去完成她班级中未完成
的事情。 每一天的下班前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大家都打卡了没
有？ ”每一天的下班后，笑笑和天天都会等着果果一起回到教师宿
舍，因为怕太晚一个人回去不安全。有好吃的大家会一起分享，班级
出了问题大家会一起出谋划策来解决。 上班时是对孩子耐心、对工
作负责的女汉子，下班后是一起吃喝玩乐的姐妹花。

中国有句古话：“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
之用。 ”这也正是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小学校区团队精神的
真实写照。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青山小学校区：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贝
尔安亲青山校区一直是家长心中
的“教育宝地”， 是安亲宝贝们的
“第二个家”。 该校区秉承“让孩子
在快乐中成长”的教育理念，在陪
伴孩子们进步学习的同时，也
发生了很多温暖的故事。 比
如冬至前夕的“包饺子”。

12 月 17 日这天， 大雪纷
飞，地上厚厚的积雪让人寸步难
行，贝尔安亲的老师们却早早地出
门了， 因为他们希望满足校区 100 多
个学生吃饺子的愿望。 恶劣的天气并没有
击退老师们的决心， 忙活了一上午，15 位老师
包了 700 多个饺子。刚放下面皮他们又赶去接孩子，
看着他们回到校区开心的笑脸， 每一位老师都深感
一上午的忙碌是值得的。冬天的雪花还在飞扬，但贝
尔安亲青山校区的老师们已经用爱为孩子们筑起一
道温暖的城墙。

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凤凰山小学校区：

小平凡，大理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隆鑫校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贝尔安亲隆鑫校区是一个温暖而有爱的校区，这里的每位老师，热爱教育，热爱孩
子，致力于做好孩子们的激励者、启发者与帮助者。

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寒风瑟瑟，每日隆鑫校区的老师们都会提前到达学校门口，接宝贝们放学，第一时间给她
们一个温暖的怀抱，迎接她们最开心的笑脸。这是一天中校区最热闹的时候、老师最幸福的时刻。别看隆鑫校区的老
师们辅导作业时严肃又认真，但课外，她们是孩子最好的朋友，一起笑，一起闹。 每日相伴左右，更多的是以爱培育，
以爱之名去教学……

孩子们回家后，忙碌的一天也并未真正结束。拿起手机，将这一天孩子的生活、学习问题及时记录下来，并通过
微信、电话联系家长，完成个性化服务。

这就是隆鑫校
区的安亲老师们平
凡的一天。 让孩子
感到幸福， 发掘每
一个孩子身上的闪
光点， 是她们共同

的教育理想。

今年，河南省安阳市贝尔安亲银杏小学校区，一件小事感动了很
多人：

玥玥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带着满腔热情，在今年 9月份，她
成为了一名“温暖”的安亲老师，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孩子王”，日子过
得幸福又开心。 突然有一天，班上的小可爱芊芊不见了，玥玥忙跟孩子
妈妈确认，才知道芊芊生病住院了。

玥玥跟班里小朋友说了这件事，大家都想一起去看芊芊，于是大家
一起亲手制作了小礼物和贺卡，并写上自己的祝福。小伙伴们跟着玥玥
老师来到了医院，将礼物、祝福卡送给芊芊，并陪她做游戏，看书。 沉重
的病房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芊芊脸上露出了多日不见的笑容。

作为一名安亲老师，玥玥所在的是小学生课后服务行业最普通
的岗位，但她却承担着学生第二个家的责任，默默陪伴着孩子成长。
在贝尔安亲，还有很多这样有爱的老师做着这些温暖的事情。

小岗位，大温暖
河南省安阳市开发区银杏小学校区：

播撒爱国情怀的种子
辽宁省沈阳市岐山一校总校校区：

一、贝尔安亲 2019 年全国十大影响力校区
1、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滨江小学校区
2、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和平一小长白一分校校区
3、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三十六小学校区
4、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华侨外国语学校校区
5、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东路解放路第一小学校区
6、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区凤凰山小学校区
7、陕西省西安市浐灞一小校区
8、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水车园小学校区
9、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景华路小学校区
10、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西垅小学校区

二、贝尔安亲 2019 年全国优秀团队
1、福建省福州市魁岐校区
2、江西省上饶市第一小学校区
3、辽宁省沈阳市岐山一校总校校区
4、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青山小学校区
5、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中心小学校区
6、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怡东小学校区
7、山东省临沂市第一实验小学校区
8、山东省胶州市实验小学校区
9、河北省石家庄市金马校区
10、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红星路小学校区
11、陕西省西安市曲江第四小学校区
12、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火星街小学校区
1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美联校区
14、湖南省长沙市枫树山小学校区

三、贝尔安亲2019 年全国样板校
1、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南大街小学/西关街小学校区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隆鑫校区
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同济小学校区
4、广东省珠海市航空新城小学校区
5、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校区
6、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第二小学校区
7、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实验小学校区
8、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翟营大街小学校区
9、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东前进小学校区
10、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后宰门华远君城小学校区
11、陕西省神木市第六小学校区
12、甘肃省兰州市通渭路小学校区
13、河南省安阳市开发区银杏小学校区
14、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北辰小学校区
15、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长郡天心实验学校校区

贝尔安亲承德市高新区凤凰山小学校区目前
已经进入 S4 阶段，从 2017 年 12 月至今，校区托管
人数从 20 人发展到 76 人，特色课项目和人数逐渐
呈递增趋势。 校区非常重视每学期的月度主题活
动，每次活动宝贝们都会积极参与打卡，研学活动
丰富多样，家长赞不绝口。 这些都得益于一个好的
团队，一群积极乐学的安亲老师。

团队的每个老师，在开学季招生和续费阶段都
积极学习；每周坚持收听贝尔安亲线上课程，进行
教研总结，思考如何更好落地；每周坚持磨课练课，
提升自己教学水平与控班能力；日常专注备课和总
结，制作系统化的知识框架……这一切都是为了给
孩子更好的课后作业辅导，帮助孩子高效学习。

一个团队可以影响一个人，正是这个团队的积
极向上、勇于进取，才成就了值得信赖的“贝尔安
亲”，老师们也才能走得更远。

贝尔安亲 2019 年十大影响力校区

贝尔安亲 2019 年优秀校区评选名单

贝尔安亲 2019 年全国优秀团队

贝尔安亲 2019 年全国样板校

用品质铸就辉煌冬日里不一样的温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了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
热爱中华民族的种子， 辽宁省沈阳市贝尔安亲岐山一校总
校开展了“祖国，我想对您说”主题活动。

本次活动本着锻炼孩子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能力，
了解祖国悠久历史和激发孩子热爱祖国的热情为目

标，给孩子们分发卡片，要求孩子们在教师陪同
下完成收集行人对祖国祝福语的任务。

活动日一早， 孩子们精神饱满从
校区出发。在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他
们认真学习了相关的安全和礼仪知
识，兴致满满相互练习。随后孩子们两

两分组，手拉手互相鼓励，大胆地和行人
进行交流。 很多行人深受感动，热情地跟孩

子们合影。活动结束后孩子们积极地向老师讲
述自己的收获，这次活动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中

华民族源远流长、独具魅力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激发
了孩子们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孩子素质的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