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聪教育——孩子成长的指路牌和助推器

梦想北大清华——青少年成长训练营
符合您孩子的真正需求

Becoming a Leader for Life
——让孩子成为人生的领袖
真正的投资，不是给予钱财，而是施与教育。在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什么样的教育
方式最有价值？让大聪告诉您。
您摸爬滚打数十年体会到的，让我们用最有效的方式植入到您孩子的视界。
这一切，让您的孩子来传承。

【选择大聪的五大理由】

一、
最资深的
运营背景

系出名门，底蕴深厚
2001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青少年行为教育研究课题组。课题组对 3000 多名在校生
展开了调查，走访了近百所重点中学，多年研发、反复论证，开发了一系列行为教育课程。

2004 年，课题进入市场化运作，大聪教育应运而生。直到今天，大聪走过了 11 个年
头，11 年中，大聪培养了数十万中小学生。今天的他们无论在名校、在国外、在管理家族企
业，都念念不忘与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

十年磨一剑，2013 年的夏令营正是为您的孩子
——卓越的明日之星而设计！
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王学珍题词

行为教育——弥补学校教育的缺失
体验式的行为教育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孩
子从被动变为主动，在学习中爱上学习，发现自身潜力。

团队教育——不可或缺的 Brotherhood
今天的孩子大多独自长大，女孩娇生惯养，男孩缺乏勇气。让我们给孩子一个“共担
风雨”的机会，体会“手足情义”
。

二、

近朱者赤，接近优秀才能感染优秀，成长营的辅导员们来自北大和清华；生活在一起

最前沿的

的小伙伴们都是全国最优秀的孩子，来自出色的家庭。让孩子们在优秀氛围中潜移默化，

教育理念

卓然超群。

北京大学心理系博导-肖健题词

博雅教育——来自古希腊的教育精髓
博的教育，让孩子不拘一格，开阔视野，提升全局观，学会系统思考；
雅的教育，注重孩子的气质和内涵，提升人文素养，完善心智模式，奠定深邃坚毅的人格；

能力教育——能力永远比知识更重要。
质疑能力、创造力、启动能力，持久力，公众表现力、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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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聪独有——永远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的专利课堂
独一无二的魔法分院帽：孩子入营后将进行八项能力评估，评估结果

测评体系

将被参考作为分组和培养侧重点的依据。
生动有趣的团队建制法：每个小组都将按照企业的方式来组建，参考

企业模拟

孩子的测评和意愿给每个孩子安排职位，身临其境的感受企业运作。
深入浅出的价值法则：利用沙盘道具和角色分类了解经济变化的秘密，树立财富意识；通过团队

沙盘经济

合作挣得财富，通过自己的智慧获得物品；亲身参与拍卖活动，认识价值的概念。
小小联合国，大大成长舞台：请孩子在全球最高领袖舞台上扮演不同

模拟联合国

国家的外交官，作为各国代表，参与到“联合国会议”当中；
感受原创的魅力：模拟原创设计师的工作状态，体验最新锐的时尚策

创意市集

划，充分挖掘孩子的创造潜能，展示创意魅力。
。
网络节目直播访谈：让孩子与主持人对话，在摄影机面前表达真实的自己。感受被采访的经历，

超级访问

能够在镜头前应对自如，展现精彩瞬间。

三、
最高端的

反对拼凑 大聪 5 大系统课程模块

教学方式

全面认知模块

学习力模块

1、优缺点聚焦：帮助孩子寻找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1、学习目标修炼：7 步目标实现的精灵法则；

2、现实世界大曝光：正确看待学习生活的困惑；

2、学习习惯修炼：习惯养成四魔法，杰出人才七习惯；

3、问题的正反面：如何看待问题，角度决定程度；
4、改变是怎么发生：什么可以改变，从哪里开始改变；
5、梦想探照灯：帮孩子寻找自己的梦想并坚定信念。

3、学习时间修炼：掌握让一天更有效的时间管理方法；
4、学习能力修炼：找到学习“捷径”，让学习更快乐。

思维模式模块
1、问题与方法：发现学习生活中的问题，找到解决方法；
2、思维模式的陷阱：找到“心想事成”的思维模式；
3、领袖思维：领军人物 6 大思维模式；
4、看见成长的自己：学习成长式思维模式，创造成功；
5、心灵瑜伽：快速解决问题的 ABCDE 方法；

领导力模块

沟通力模块

1、脱颖而出的方法：如何让自己在一个团队中脱颖而出；
2、如何成为团队的 Leader：Leader 的责任和义务，如
何提升自己在团队的影响力，让组员心服口服；
3、图解领导力：6 幅图像解说团队 Leader 应具备的能
力和应该努力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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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倾听的艺术：学会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说服的艺术：解决团队矛盾，让别人心服口服；
3、赞美的艺术：学会赞美，学习赞美的“十三把飞刀”
；
4、当众演讲的艺术：让自己的言语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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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稀缺教育力量 整合尖端社会资源
（a）权威的师资
来自心理学、教育学、新闻学、信息学、管理学、
创新思维学、领导力学等众多领域的大聪教育专家团
队，深入实践，不断学习，秉持真正教育的原则，不
断拓展大聪教育的研究成果。
让您的孩子与大师零距离！
四、
最稀缺的
教育资源

（b）北大清华专属夏令营营地
跟随大聪来到北大清华，不是简单的参观。我们
跟随百年历史，感受名校精神。在校园里、讲堂里、
教室里、实验室里聆听名师教诲，汲取心灵的营养。
（c）状元们与你亲密接触：
大聪的每一个辅导员都来自北大和清华，他们会
陪伴孩子度过训练营的每一天；
大聪特别安排高考状元和奥林匹克冠军与孩子们
座谈，交流学习之道，谈论对生活的感悟。
（d）社会资源
电视节目、艺术团的全程跟踪选拔。

（a） 21 天习惯养成计划：
在营里，我们给每个孩子设计合理的生活学习计划，包括晨读、晚读、成长笔记等。这些计
划进行 21 天后就会成为孩子受益终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在营后的 10 天中，我们会鼓励家长把
这一计划推进到底。
（b）360 度青少年成长俱乐部完备的跟踪体系
成长营学习完毕后，大聪 360 度青少年成长俱乐部将跟踪服务一年，帮孩子和家长解决学习、
生活和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成长营学习的内容固化到平时学习生活中去，终身导师指导，与
五、

孩子一同成长。

最一流的
服务体系

（c）金牌保障体系


十年青少活动金牌安全保障体系；



24 小时全天候北京大学医疗服务；



北大清华校园餐厅营养套餐，保障饮食安全；



北大清华专属营地封闭式管理，外出校园专车配置；



32 人封班，小班制非游学性培训；



8 名孩子一个辅导员，每班 1 名班主任；



北大清华优秀大学生全程辅导学习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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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成长训练营 课程表
晨读

上午

下午

晚上

7:30---8:00

9:00---12：00

14:30---17:30

19:00—21:30

第一天

■ 大聪模块课程

欢乐开营

■ 资深大师讲授

第二天
成长起航

第三天
财富智慧

第四天
国学修养
第五天
学习力
修炼
第六天
思维导航
第七天
头脑
奥林匹克
第八天
脱颖而出

第九天
语商提升
第十天
模拟

晨读-21 天习惯养成

成长起飞

15:00—17:30
营员报到，分配宿舍
组建自己的企业

团队建设

 建立成长档案

 组建企业 按能分职

设计公司的标志、文化

 找到自己的优势

 个人风采展示

和运营方案

沙盘模拟

专家财商讲座

校园慢走朗读

开阔经济视角 树立理财意识

晨读-记诵经典诗文

 制定虚拟货币游戏规则
北大写生

 习国学经典，行君子之道

 体会北大文化

 穿越经典，体验中华文化

 用镜头捕捉最美的北大

学习力模块

播音练习

寻找高效和快乐的学习方法

听读英语新闻

 真实体验经济的秘密

国学智慧

晨读--

晨读--

听读英语美文

日常口语练习

状元和奥林匹克冠军的座谈。

前遇到真实的自己。

维陷阱，超越自我。

 运用思维导图解决问题

思维游戏--聪明岛

创意作品大赛

创意实践活动

评选最佳创意作品

并肩作战，不屈不挠。

 领导法则和合作精神

跳跃的思维

创意集市

野外拓展

 怎样脱颖而出

摄影作品评选赏析

与主持人对话，在镜头

 学习制作思维导图

领导力模块

晨读--

摄影作品大赛

挖掘精英成功的奥妙，与高考

构建积极的思维模式，克服思

找到创意的源泉

5 个角度 全面自我认知

超级访问

思维导图

“师法自然”

全面认知模块课程

探访清华

思维模式模块

创造力提升

晨读--

开营仪式，开营大联欢

魔法分院帽-测评

晨读--

心灵鸡汤
感恩父母，制作爱心礼
物。

晨读--

沟通力模块

模拟联合国

一站到底

诗文朗诵会

倾听的艺术、说服的艺术、演

放眼国际

生活知识大 PK，谁与争

讲的艺术，成为语商高手。

提高对事态的分析能力

锋。

排练
晨读--

拍卖会

诗文朗诵会

联合国
第十一天

■ 专利行为教育

模拟联合国大赛

排练
晨读-诗文朗诵会

定义价值概念，感受价
值创造。

结营仪式
评选“营员之最”
，结业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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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营要求：


年龄在 9 到 18 岁之间的中小学生；



希望进步渴望未来卓越的中小学生；



希望学会快乐学习快乐生活的中小学生；



希望学会高效自我管理方法的中小学生；



希望提升自我影响力领导力的中小学生；



不愿接受理论说教又苦于没有方法的中小学生。

营期安排：
梦想北大清华成长训练营 第一期：

梦想北大清华成长训练营 第二期：

天数：十天十夜；

天数：十天十夜；

营期时间：2013 年 7 月 3 日至 2013 年 7 月 13 日

营期时间：2013 年 7 月 17 日至 2013 年 7 月 27 日

报到时间：2013 年 7 月 3 日 15 点-17 点半

报到时间：2013 年 7 月 17 日 15 点-17 点半

营期安排：
梦想北大清华成长训练营 第三期：
天数：十天十夜；
营期时间：2013 年 7 月 31 日至 2013 年 8 月 10 日
报到时间：2013 年 7 月 31 日 15 点-17 点半

培训费用
成长营：19800 元/学员/期。
包含：学习费、培训费、食宿费、资料费、保险费、
活动费、市内交通费用等（不含往返北京交通费）。
特别赠送：


“梦想北大清华”纪念营服 3 套；



梦想成长百宝书 3 本；



第十二届“梦想北大清华成长营”结营证书；



成长档案和精彩合影；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徽各一枚；



成长营纪念书包、笔记本、签字笔各 1 份；



成长营通讯录、留住美好时光光盘各 1 个；



优秀营员的事迹和作品获得发表在《博雅商界》、
专家博客或书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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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360 度青少年成长俱乐部”会员，享受会
员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