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公益云课堂第三讲《解密软实力》信息分享

编者注：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微信群在热心志愿者@Bonnie的倡导下应运而生。在家长的呼声和需求中，我们特邀有
经验的专家，利用现代网络的便利，为家长和学生举办系列讲座，打造免费云课堂。

目前已经结束的由阿省心理专家David博士主讲的第一讲音频资料见“克服疫情压力，珍惜亲子时光--首次公
益云课堂圆满结束”（点击阅读）；由珍妮老师主讲的第二讲音频资料见“【发现闪光点，激发内动力】--公益
云课堂《成长与自我探索》音频分享”（点击阅读）；

由宝艳老师主讲的第三讲“【公益云课堂】家长特训系列三：解密成绩之外的软实力” 的音频资料，将通过本
篇文章分享给大家，再次感谢以上各位老师的精心准备和专业分享！

5.17日周日晚七点，“停不住收服小神兽”家长特训系列讲座第三讲--“解密软实力”，正式开讲，由爱城欧福德教

育机构创始人，在升学留学方面有丰富经验的Ella 宝艳老师主讲，共有50位朋友参加了此次云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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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仍由停不住收服小神兽群管理员@Bonnie 做前台主持，@Tony Li担任后台技术支持，讲座持续了一个

半小时，干货满满，参加者都受益匪浅。



本次讲座的要点摘录如下：

Ella 宝艳老师分别从加拿大主要大学和美国大学申请中要求的软实力讲起，逐项解析各个软实力的内容和

要求；

她强调学生保持学习兴趣和持续学习能力的重要性；

她还特别强调阅读对学生学习阶段乃至终身的重要意义。

Ella宝艳老师的讲座录音如下（分两部分）

软实力音频（第一部分）
From 停不住俱乐部

00:00 55:58

软实力音频（第二部分）
From 停不住俱乐部

00:00 33:36



以下是她讲座的部分观点和截图，非常感谢宝艳老师把多年积累的心血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申请大学软实力指标中有领导力的指标，宝艳老师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有领导力，领导力并不是指你是一个

组织的一把手或担任某个重要职位，而是指你影响别人的能力，是一个人的长期承诺和关注及热爱。



大学录取更看重的是学生是否能把学习当做快乐的事，而不是当成任务去完成，这样才能保持持久的学习兴趣

和更好的效果。



宝艳老师提到：滑铁卢大学对软实力的评估主要体现在要求申请者提交AIF表格，而审核AIF表格的人不是招生

官，是该校已经毕业多年的校友。他们并不知道申请学生的功课分数，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提出对

申请者的意见。



宝艳老师多年来致力于学生升学指导和未来职业规划，为此她遍访世界特别是美国名校，深入了解普通人从网

站和公开资料了解不到的信息，这也使她从事的工作对学生和家长更有独特性和指导意义。



她说美国名校的软指标比加拿大更多，尤其强调课外活动和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的兴趣专长或能力的深精程

度，更重于粗浅宽泛的涉猎。关于课外活动深度和广度的问题，哈佛招生的原则是：我们想录取的是各种才能

组成的学生，在某个方面拔尖和深入，比广度更重要。



讲座中宝艳老师形象地提出：阅读就象一个人的吃饭一样，她强调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将使孩子终身受益；阅

读习惯要从小培养和形成。

她在讲座结束后，还为家长们提供了不同年龄段阅读材料的推荐（附后）



讲座当天大家听的认真，提问相当踊跃，这是部分提出的问题，随后宝艳老师都做了一一的解答。



关于疫情对明年申请大学的影响，宝艳老师提到因网课而使一些科目成绩分不出高低的情况下，个人的软实力

考核就显得更加重要。随后她还在小神兽群里分享了美国大学申请中要求提供的有关疫情影响的新要求和信息

如下：

5月12日，美国大学申请系统Common App宣布了一个新的COVID-19问题，该问题将出现在2020-2021大学申

请中。可见大学希望了解和会考虑疫情对学生产生的影响。

对申请学生关于COVID-19问题的内容如下：

Community disruptions such as COVID-19 and natural disasters can have deep and long-lasting impacts.

If you need it, this space is yours to describe those impacts. Colleges care about the effects on your

health and well-being, safety, family circumstances, future plans, and education, including access to

reliable technology and quiet study spaces (250 word limit)

· Do you wish to share anything on this topic? 

· Please use this space to describe how these events have impacted you.

同时，Common App推荐老师部分，学校学生顾问（counselor）可以填写这次COVID-19 对你的学校的影

响”。此问题将显示如下：

Your school may have made adjustments due to community disruptions such as COVID–19 or natural

disasters. If you have not already addressed those changes in your uploaded school profile or elsewhere,

you can elaborate here. Colleges are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changes to:

·  Grading scales and policies

·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  Instructional methods

·  Schedules and course offerings

·  Testing requirements

·   Your academic calendar



·   Other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

讲座结束后，宝艳老师在小神兽群里继续分享阅读的重要性和各年龄段的阅读推荐资料：

培养阅读要趁早：小学是培养阅读能力和习惯的最佳时机。孩子小，好奇心强，记忆力

好，时间充裕。

坚持养成阅读习惯：阅读是一个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的过程。每天一小步，就会成就以

后的一大步！日积月累的阅读会建立知识之间的连接，思想之间的碰撞，才能出现厚积

薄发的结果。

营造阅读的气氛：父母喜欢读书的，孩子一般肯定不会差。给孩子营造一个安静的读书

环境，多带孩子去图书馆和书店感受读书的气氛。

精心选择阅读材料：孩子阅读的兴趣和习惯的养成需要精心的喂养。阅读就像吃饭，吃

的每一口饭，最后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营养。

我们吃饭首先注重的是安全，卫生和健康的食品。孩子选择的书籍和阅读材料也是一

样。好书，语言好，内容好，增长知识，建立正确的三观。

我们吃饭也要按时定量。而不是一次吃太多，以致下次厌食，或非常饿时才吃。读书应

该每天读，适量的读。



美味可口的食物：食物只是健康，但如果味道不好，孩子也不会愿吃。家长要注意的是

对于美味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你觉得好吃的，孩子可能不喜欢。所以要给孩子读他们

感兴趣的东西。在这点上，父母需要灵活变通。

食物丰富多样能增加我们的胃口。我们要给孩子选择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形式的

阅读材料。

她 推 荐 了 各 年 龄 段 分 类 阅 读 的 书 目 （ 请 在 浏 览 器 里 打 开 如 下 网 址 ） ：

https: / /www.scholast ic .com/teachers / teaching-tools /col lect ions /guided-reading-book-

l i s ts - for-every- level .html?

adobe_mc_ref=https%3A%2F%2Fwww.google .com%2F&adobe_mc_sdid=SDID%3D1D

A94286A5676BD8-

7AD725EB374A7F30%7CMCORGID%3DAA923BC75245B3F90A490D4D%2540Adobe

Org%7CTS%3D1589996780&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 led=0，如：



关于阅读材料和建议，停不住小神兽群管理员@Bonnie在群里也有很好的书目推荐：









书海无涯，以书为友，让阅读带给我们更多快乐和享受，让阅读点亮我们的智慧！

感谢Ella老师的专业分享，感谢小神兽管理员@bonnie的前台主持，感谢@TONY Li的前后台支持，感谢多元

文化电台节目主持人@海伦老师对录音的友情剪辑制作。

敬请期待后续的系列公益讲座：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 - 系列讲座 No.4

主题：如何发现和培养孩子的艺术创作之路

时间：5月24日周日晚7-8:30（加拿大山地时间）

主讲人：Kelly(英文主讲，由kelly妈妈徐燕老师中文解答家长关心的问题）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 - 家长特训系列讲座 No.5
主题：无条件的爱和接受孩子--如何培养自信勇敢的孩子

时间：6月5日周五晚7:30-8:30（加拿大山地时间）

主讲人：加拿大心理咨询师和教育专家罗斌老师主讲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 - 家长特训系列讲座 No.6
主题：100分妈妈 VS 60分妈妈，

时间：6月13日周六上午10:30（加拿大山地时间）

主讲人：心理和精神分析师，亲子关系专家刘欢老师主讲

停不住收服小神兽 - 家长特训系列讲座 No.7
主题：Home schooling

时间：6月27日周六（具体时间待定）



主讲人：心理和精神分析师，亲子关系专家陈明老师主讲

公益云课堂的后续讲座还将涉及以下方面：

如何培养青少年的领导力；

家长和孩子如何共同成长；

如何激发孩子的兴趣和内在动力？

欢迎家长朋友提出你关心的问题，我们邀请专家举办共性主题的公益讲座。

停不住小神兽微信群，特邀以下专家学者担任咨询专家和顾问，他们是：

@海潮老师-特聘亲子导师 @刘欢老师 特聘亲子关系专家 @陈明老师-特聘亲子关系专家 @罗斌老师-辅导心理

学硕士，加拿大专业协会认证的心理咨询师，@鲍天昊大夫-神经科专家 @Dr. David B. Sinclair 拥有临床心理

学博士的AB省执牌心理学专家，@晓春三月- Certified Coach获国际职业证书等多项认证的咨询师，感谢这些

专业老师的热心奉献专业知识和在群里为大家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本群虽是疫情时期为满足特殊需要建起来的，但相信如何使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如何处理好亲子关系等围绕小

神兽的话题，将是家长们想交流和了解的永恒话题。也欢迎更多专家和在培养孩子方面有感受的家长们，分享

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家长和孩子们能从中受益。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海报上的二维码或在本文留言，小编邀请你入群交流和分享，非诚勿扰。

本期小编：青青河边草 ，公益云讲座海报设计及本文配图：Bonnie Yu

推荐阅读：
【公益云课堂】家长特训系列三：解密成绩之外的软实力

【发现闪光点，激发内动力】--公益云课堂《成长与自我探索》音频分享

【公益云课堂】系列四：Kelly的漫画小说创作之路（如何发现培养孩子的艺术天赋）

克服疫情压力，珍惜亲子时光--首次公益云课堂圆满结束
【公益云课堂】对弈网上国际象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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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气】家务停不住群欢迎您加入
2015-2017，我们一起走过
2018，为之自豪；2019，更加努力(停不住2018年活动总结)

感谢疫情期间，坚持采购送货提供便利服务的爱城易生活

有贷款及买卖房产问题欢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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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互信 感谢遇见 





Read more

停不住网站QR CODE

免费申请会员ID：
为了积聚更多的力量，也为了组织活动的便利，欢迎点击下述链接免费申请您在停不住俱乐部唯一的身份代码。

马上行动，注册您在“滑雪停不住”群的专属ID！

与公众号联系或投稿：
请在文章后面留言，或发邮件至：ACOAC.gzh@gmail.com。

停不住网站acoac.ca现已正式运行，所有活动信息将在网站刊登，并且接受网站报名，欢迎点击查看，期待您的
宝贵意见。

微信号：停不住俱乐部 / cantstopski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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