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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大学早自习缘何“满座”
上师大天华学院每天7时20分开晨读课

! ! ! !大学也有早自习？从紧张的高中走进高
校，早自习还能受大学生的欢迎吗？目前在上
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早自习已蔚然成风，成
为同学们的自觉行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在去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取

得了不错的成绩，除了我自己的努力，学校特
意安排的早自习，也是让我成功的很大一个
原因。”数字媒体专业的黄妍敏同学说的正是
天华学院耗巨资拍摄的 !""集“天华陪伴你
成长”教学视频，特别是其中的《天华教你学
英语》，每天在早自习时准时播放，成为同学
们学外语的最佳“老师”。由于坚持早自习学
外语，一年间，同学们英语四级考试的通过
率，足足提高了 #$个百分点。
天华学院的早自习不是放羊式的，而是

人人参加并按程度重新“编班”。从 %&#'年 (

月开始，学校实行早自习英语视频学习分层
教学，大一新生经英语测试，基础较弱的同学
编入“赖世雄英语学习班级”，基础较好的同
学编入“天华教你学英语班级”。而对于大二
年级的同学，则是根据每人是否通过四级考
的具体情况再做安排，通过的同学开始观看
大学英语六级内容，未通过的同学则继续原
来的学习内容，而通过了六级的同学，则还会
有更进一步的提高内容在等待他们。
每天清晨，在数媒专业 %&#'级的三个教

室里，辅导员们指导学生观看视频；前面挂着
一排贴有学号的手机收纳袋，同学们都必须
把手机存放在袋中。这样的场景印入了记者
的眼帘。钱晶蕊同学说：“我们每天早上 )时
%&分就要去教室上早自习，有时看着视频里
的老师兢兢业业地为我们讲述着知识点，有
时看着名人演讲，有时看着更贴近我们生活
的英语口语，就感觉自己的英语水平提升了
一个档次。”

为了保证全校 *"""多名学生上早自习
时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课堂纪律，学校还针
对大一年级派出一支由 +$"多名班助理组成
的志愿者辅导队伍。新生班助理是从本专业
高年级优秀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佼佼者，他们
会在学习方法上给新生及时具体的指导，逐
步提高新生的学习热情和自学能力。在中学
里英语欠佳的小张同学，竟然在进大学一年
后就通过了英语四级考试，这让他的父母大
为惊诧，打听下来更是大为惊讶：“你们大学
里竟也有早自习啊，难怪你会进步那么快。”
天华学院董事长邹荣祥道出了坚持开展

早自习的动因。他说，学校希望同学们好好珍
惜学习资源和机会，充分利用教学视频，践行
“为做人而学习”的校训理念，为成长为“专、
通、雅”协调发展的应用型人才而努力。

本报记者 王蔚

! ! ! !本报讯（记者 许明）$月 %(日，发起自
上海的 ,-./公益基金“青年创想先锋计划”
乐山站启动。这是致力于支持大学生返乡创
业的 ,-./ 公益基金在国内举办的首次活
动，它预示着“青年创想先锋计划”扬帆起航。

本次活动在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西坝
镇与冠英镇举办，历时两天。在当地政府的帮

助与支持下，,-./公益基金创始人与首批获
得基金资助的在校大学生进行了交谈。通过交
流会、实地项目考察等方式，构建了良好的沟
通桥梁。,-./公益基金创始人与 +&名大学生
分别签订捐赠协议，后者承诺将努力学习、积
极创业，充分利用在大学中获得的新时代技能
为家乡做贡献，不忘故土，反哺故乡。

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

进入 %&+0年，美国 12'项目中的第一
顺位还款权的项目难觅踪迹，华夏移民倾力
甄选出芝加哥市中心双酒店公寓项目非但
拥有还款第一顺位，还拥有超赞的地理位置
与充裕的就业，华夏特召开大型移民说明
会，助您好中选优，赞上加赞！

美国!"#移民!钻石"项目
华夏携手芝加哥著名房产集团推出芝

加哥市中心双酒店公寓项目。本项目建设分
%部分：第 #部分是装修正在营运中的 2345

6345378酒店，将其进一步提升为高端酒店，
第 %部分是在 2345 6345378酒店的后方，建
起一栋高达 %(层的全新希尔顿大厦，新大
厦中将有 +(0套房作为希尔顿酒店套房对
外营业，大楼的最顶端 )层总计 !'套高级
公寓将对外销售。该项目有别于其它 12'

项目的一大亮点是该项目的 12'投资人拥
有第一顺位的优先还款权！同时该项目创造
的就业非常充裕，力助投资人顺利获得美国
绿卡！

! 位于芝加哥市中心当之无愧的 !钻

石"地段

本项目位于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市
中心最繁华的密歇根大街，该大街是世界领
先的商业街之一，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在美
国被称为“华丽一英里”，是当之无愧的芝加
哥商业第一街。同时，本项目还临近芝加哥
市中心的联合火车站，相邻芝加哥著名地标
千禧公园，与芝加哥各大购物中心、威利斯
大厦、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菲尔德博物馆、芝
加哥水族馆等芝加哥的城市地标紧密相连。
由于芝加哥的市中心就是傍湖而建，因此本
项目还正对芝加哥市中心的绿肺格兰特公
园（97:85 ;:7<）以及密歇根湖，打开酒店两
侧的窗户，不仅能将芝加哥市中心的繁华光
鲜一览无余，还能将密歇根湖的水光潋滟尽

收眼底。
! 基于保守分析# 就业岗位仍十分充

裕

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67=>?5 @A?84A8出
具的非常保守的就业分析报告（未将衍生就
业计算在内），本项目就已经创造出 +))&个
就业人数，分配到每位 12B'投资人后是美国
移民局要求的 %倍以上，大大超过移民局的
要求，力助 12B'投资人通过移民局审批。

! 稀有的第一顺位还款权# 确保优先

还款

希尔顿大厦高区的 !'套高档公寓将以
第一顺位抵押给 12B'投资者，公寓的出售
已经足够偿还 12'投资款了，比其它 12B'

项目的第二顺位还款权（排在银行贷款之
后）来说要放心得多。此外，本项目还有希尔
顿酒店和 2345 6345378酒店这 % 个酒店的
价值和未来的经营收入作为次级抵押担保，

更是保护 12'投资人还款安全。
! 项目基础出类拔萃#还款无忧

本项目是基于现有的 2345 6345378 酒
店的扩建项目，拥有非常优秀的项目基础，
由于卓越的地理位置、出色的酒店管理和历
年累积的知名度，2345 6345378酒店目前每
年的盈利率在芝加哥酒店业排名领先，这样
骄人的项目基础在以往的酒店类 12B' 项
目中未曾出现过，更加保障了该项目全面完
工后的盈利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还款无忧。

! 本项目已开工#已开始创造就业

本项目的 %部分均已开工（这是实现就
业创造的前提条件），排除了无法开工或者
延期开工的风险。

! 开发商与建筑商拥有优异资质

开发商 C=D?=>:8 6:E:4? ++5?F GGH拥
有超过长期成功的酒店业纪录，在芝加哥拥
有许多地标型建筑———如建造于 +(%!年的

6?=53 I:JJ，为当时芝加哥最高的大楼，是芝
加哥的标志性建筑。开发商长期经营投资房
地产F在芝加哥、旧金山等城市拥有多栋商
业大厦、公寓大楼。

建筑商 G38KG3:43（联盛集团）+(0%年
在澳洲证交所挂牌上市，是全球一体化的房
产建筑集团，%"+% 年收入达到 ++'L' 亿澳
币，全球排名第 $0位。联盛集团在北美洲根
基十分深厚，它在过去 *&多年里在北美地
区交付完成了 *!&&多个项目，包括著名的
芝加哥 M/NH/O赛车场、纽约 NPIP 川普
大楼、纽约世贸中心纪念博物馆、芝加哥川
普大厦，均广获好评。

欧洲新政$祖孙$代同移民
喜上加喜!有机会快速入籍

希腊 %"+'年 )月颁利好新政：%'万欧
元购房符合条件即可 $代人一起获希腊绿
卡，不仅也能获得欧洲德、法、意、瑞等 %0国
的通行权，%+ 岁以下子女以及主申请人夫
妇各自的父母均可随行。
希腊目前的移民新政，是有史以来相对

宽松的移民政策，但随着申请人的增多，希
腊房市势必逐步回升。现在是欧洲房价的低
谷时期，同时也是欧元汇率低谷时期，现在
申请一举多得，既抄低欧洲资产，又获欧洲
定居权，还无移民监。说明会上将深入分析
欧洲移民政策，并展示华夏独家挖掘到的
希、葡、西等国的特价房源样本，特辟欧洲低
价房定居通道助您移民、投资两兼得！早去
早抄低，房价大便宜！华夏同时专精欧洲快
速入籍机会，有意者可参会详询！

本周六（* 月 ( 日）下午 % 点华夏专家
将会对欧、美、澳、加等各国移民项目详细介
绍。席位有限，敬请预约，现场抽奖。

沪公境准字%!""!&""!#号

美国芝加哥市中心双酒店
EB-5项目重大发布会
& 欧美移民大型说明会

说明会时间$!"#$年 %月 &日

"周六#'%!""

说明会地点$上海新世界丽笙大酒店

"南京西路 ((号$城景楼 )楼

交通$ 地铁 '%!%(号线人民广场站 *

号口出&附近停车方便

特邀外宾$美国资深移民律师

+,- ./012以及特邀嘉宾+,-34561

免费订座热线$%""*$*$""'

"!'7$!!$*8#8&$!)$8#*!

!$小时热线$#(99'(*'$'8

官方网站$:::-2;6<06=0>0?-@4>

移民美国莫错过：芝加哥市中心双酒店，第一顺位还款！
'''芝加哥市中心!钻石"地段#绿卡%还款双安心( 华夏特办欧洲低价房移民(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