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区
版

!" 缘分对接

看他，你会想起他是如何打动你的，
从而唤起激情。”

而减轻一点点对你的爱。让他看看你
穿睡衣的样子，和他度过消魂的一

阶段二!面临冲突

夜——
—以前可能认为这样很傻，现在
想想，其实挺可爱的。

恋爱症状! 当你刚刚堕入情网的

—
时候，就像飞到一个乌托邦星球——
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讲的笑话总
是那么可笑，每一顿与他共进的晚餐
都是绝顶的美味，和他在一起的日子

恋 爱 症 状：
3~6个月的热恋期过
后，爱情不可避免地会趋于平淡。从心
理学角度来讲，这是因为你的负担过

在他生病的时候，你的细心照顾
会缓解他的病痛；在雨中与他度过浪

是多么的幸福。你总是魂不守舍，你愿
意全身心地投入。你可能会认为这种

重，由于长期兴奋过度，使大脑无法适
应。这时你会想到他的种种不好，
你也

漫的一夜；在他工作不如意的时候，
没
有什么比你的轻轻一吻更让他感到宽

感觉不可思议，事实上，科学家的解释
就是：荷尔蒙。
当你真正爱上某个人的
时候，你会感到神魂颠倒。这是因为你

不再在蛋糕上写他的名字了，你还会
突然发现更愿意自己一个人睡觉。

心的了。

的身体里产生一种荷尔蒙。在你和他
交往的前 3到 6个月间，每次见到他
时你都会兴奋异常，你会毫不在意他

如果在对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之
后，
你还是无法容忍他的缺点，
在批评
他以前，还是先反省一下自己吧。如果

恋爱症状! 你们已经建立了稳固
的关系，你不再对你们的感情有任何
怀疑了，这时你可能会想，
你再也不能

的缺点。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在热恋

有一些外界因素，比如工作压力过重

找回旧日的激情了。

时期 80%的女性都会记得男友做过
或说过的每件小事，而 90%的人经常
会想入非非。

或其他烦心事太多的话，你就会对他
失去耐心——
—再说，你也该试着爱他
的缺点，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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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就像过山车——
—有高峰自然就有低谷。在
这里我们告诉你如何度过、享受爱情中的起起落落。
人们总是喜欢把恋爱比喻成一条直线——
—由 A点
(
堕入情网)
出发，然后迅速进入 B点(
快乐的同居时代)
，最后
到达终点 C点(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事实上，恋爱之旅并
不是这样一帆风顺的，任何事情都会导致关系破裂。了解爱
情会遇到的高低谷，
让你对恋爱这件事不再迷惘。

恋爱必经 5个阶段
如何面对爱情高低谷
阶段一!完美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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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兼忠告!

阶段四!厌倦产生
分析兼忠告!

分析兼忠告!

分析兼忠告!

通过一些恋爱之外的事情，可以
改变你的冷漠状态。30岁的公关经
理兰女士说：
“ 在经过 1年半的交往

之后，它总会浮出水面，直至攀向另
一个高峰。

闹别扭。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时，我们
会觉得非常开心，我们之间也多了许
多话题。”

分析兼忠告!

阶段三!快乐并幸福着
尽管激情会慢慢变淡，但你还是
有可能将它延续的。回忆一下你们

恋爱症状! 在恋爱关系保持半年

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还是会令你
心潮澎湃的，或者想象一下，别的女
人会如何评价他呢？她们会被他的
什么所吸引呢？
“以陌生人的角度看

到一年时间后，你会发现你们已经进
入一个非常平和的时期。渐渐地，
你不
会因为他不够完美而烦恼了，因为你
也不是完美的，而他并没有因为这个

后，他和我都知道，我们的关系已经
很牢固了，但是我开始觉得我们有点

阶段五!新的顶点

请记住，感情再好也要走过这些
阶段。好消息是，
每当你经历过一次反

像老夫老妻了，于是我们决定为自己
安排一些时间。他又经常参加足球比
赛了；而我在一家报社做特约记者。
我们并没有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少而

恋 爱 症 状 ! 当你们的交往超过 2
年，你会觉得你们之间再也没有什
么隔阂了。在共同度过挫折后，你就
会知道什么是爱情了——
—到了低谷

复之后，你们的关系就又亲密了一层。
经过了这些风风雨雨之后，你会发现
你到达了一个新的顶点，甚至比刚堕
入情网时的感觉还要好。

出国留学新模式——
—威久澳洲智囊团
传统留学中介的问题
现在，自费出国留学有两种途径：
一种是 DI
Y，另一种就是通过留学中
介。
在传统的大型留学行业中，整个留

等等诸多方面。一个顾问往往只能给
到其中一点或者两点，自己虽然有澳

式：智囊团。他坚信只有团队的互相补
足，一个沟通顺畅的顾问和一个准确

学服务，简单来说可以总结为：前期顾
问进行留学指导和签约，后期顾问进
行留学以及签证申请；而在大多数小

洲留学移民以及就业和置业的经历，
但还有许多其他方面是不够的。
所以，
Aus
ben组建了一支团队，并引进了

无误、效率较高的申请操作，才能应对
许多学生和家庭的不同需求，才能真
正的做到面面俱到，
疏而不漏。

型留学机构中则是一人包揽前期后期
所有服务。
一个公司里，真正在留学顾问这

一个在留学行业从未有过的服务形

智囊团服务方式! 前期顾问$专业选校老师$综合顾
问$后期老师

个岗位上有超过 5年以上经验的人
占的比例是相对较少的。就一般的留
学顾问本身而言，他们在工作期间积

智囊团服务模式探究
智囊团

累的客户案例是有限的。所以对客户
而言，一个留学顾问制定出来的留学

服务形式

多对一

核心价值观

以学生（家庭）的最终留学目标为目标

选校、
选专业

前期顾问 +专业选校老师

海外生活及学习

前期顾问 +综合顾问

移民和置业等专业问题

综合顾问

客户体验

极高，因为团队从初期就对客户很了解

服务费用

适中（市场投放减少，多靠口碑）

方案，难以面面俱到，往往带了更多留
学顾问本身经验的色彩。客户往往只
有选择正确的公司、
合拍的顾问，才有
可能确保留学生的未来。
所以，传统型
服务在有些方面是有些许不足的：
!" 客户体验度不高

左一!专业选校老师#左二$右二!前期顾问#中间!综合顾问#右一!后期顾问

体验度往往不够好。
#" 留 学 出 国 后 期 的 计 划 "难 以 得

团而言，
把学生送出国门，是百分之五
十的成功，而那另外百分之五十的成
功则体现在留学生的未来规划上。

留学行业里，前期顾问在公司的
角色带了浓厚的销售色彩。客户在咨

到帮助

询之初，接触的就是前期顾问。签约成
功以后，除了与前期顾问的沟通之外，
更多的是与后期顾问的沟通与磨合。

一个成功的留学，始于成功出
去，但不终于此。特别针对于选择去
澳洲的家庭，会有许多后续的考虑，

这中间往往比较容易产生一个问题：
服务断层。首先，相比较而言，后期老
师不够了解学生所有情况，在实际操

比如就业，移民，置业等。这将会是未
来 10年，越来越多的家庭会去关注

概念，采用团队式服务形式。
智囊团的 LeaderAus
ben认为，

的问题。
北京威久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澳洲智囊团的留学顾问，大部分都

自己当初在做出国计划的时候，留学
公司并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帮到他，导
致自己走了不少弯路才达到了留学的

有成功的就业移民经历。对大多数留
学顾问来说，将学生送出国门，
就是百

目标。回过头来看，Aus
ben认为一个
成功的留学规划和申请，应该囊括专

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对威久澳洲智囊

业和学校的选择、就业计划、
移民计划

作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信
息；
其次，后期顾问会优先根据前期顾

澳洲智囊团
取消传统概念的 1on1式服务

您想抢先体验一下出国留学新模式吗？那么千万不能错过 3月 18日威久
2017春季教育展。众多海外院校参展，现场面试，还有四大会计事务所高管及名
校毕业生精彩讲座，更有现场活动语言一对一测试。
当天还有留学大礼包和精美礼品赠送，现场签约，即享 1000元优惠券以及
小米手环、
充电宝和 I
TO旅行拉杆箱。
展会时间!2017年 3月 18日周六 13:
30——
—17:
30
展会地址!威海路 228号招商局广场南楼 23层（地铁 2、
12、13号线南京西

问的方案操作，很少变通；第三，与前
期顾问相比，许多后期顾问沟通能力
略逊一筹，所以客户在后期沟通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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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