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2日讯 (记者 王晓霜)
14日，滨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要
开学了，很多学生由于贪玩，没有完
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于是在临近开学
的这几天里，埋头猛补作业，并直呼

“累死了”。
“我儿子一放假就玩，催他写作

业根本就不听，这马上就要开学了才
知道急了，动不动半夜还在写。”市民
李女士对记者抱怨，她的儿子小迪今
年上五年级，寒假老师布置的作业不
少，除了一本寒假作业外，还要一天
一篇日记、读书笔记、手抄报、各类试
卷等，“老师布置的这些作业就是让
他按照计划来，如果他按计划来一天
写一点，也就不会临时抱佛脚了，一
天一篇日记多轻松，比现在一晚上写
20多天的日记好多了。”小迪告诉记
者，其实他也后悔没有按计划写作
业，每门课作业都不少，试卷一大摞，

“如果我早想着给自己制定一个计划
的话，就不用这两天赶作业赶得头疼
了，而且也没什么效率。”

家住清怡小区的王先生发现，
最近这几天儿子特别“老实”，每天

一吃完饭就回到自己屋里把门反
锁，也不出去了，有时候晚上十二点
屋里的灯还亮着。在他的一再追问
下，儿子才告诉他，自己是在突击寒
假作业，“一开始我还奇怪是不是快
开学了，他想先预习一下功课，没想
到寒假快结束了，他连作业都没写
完。”王先生的儿子告诉记者，班上
的同学大部分也都没写完作业，“之
前总想着寒假可以好好放松放松，
作业也不多，几天就能写完，可是一
玩起来就把作业一直往后拖，这两
天只能抓紧赶工了，真是累死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老师们为了不让寒假那么枯燥，
除了发的寒假作业之外，还额外布
置了社会实践的作业。“今年寒假老
师让我们每个人参加一两次社会实
践，写两篇感受，这个作业我很早就
做完了，就是剩下那本寒假作业，每
次都信心满满地说制定一个计划，
早点赶完，但每次基本上都是剩最
后几天赶，实在赶不完就只能开学
了找同学们的来抄了。”一位上四年
级的小学生说。

开学前熬夜补作业，累得懊悔
不少中小学生假期学习无规划，假期末集中突击赶功课效果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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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商场“火”了运动装

寒假已过，新的学年又要开
始了，不少学生都在增添“装备”，
为开学做准备。记者在走访市内
各大商场了解到，“开学经济”开
始升温，服装类产品相对火爆。

10日上午，在银座中心店
内，很多顾客在挑选服饰，其中

有不少家长是带着孩子来挑选
的。在某运动服饰专柜前，一位
家长正陪着孩子挑选运动鞋，

“这不快开学啦，就带孩子来买
双鞋，就当做是开学礼物了。”记
者在商场内转了一圈发现，来购
买运动类服饰的学生要比其他

的服装类产品更多一些。“这段
时间主要是学生来买的比较多，
因为要开学了。现在的学生还是
比较喜欢运动系列的衣服，穿起
来舒服，适合他们上体育课。”某
运动专柜的售货员说。

(见习记者 张爽)

一个月，胖了五六斤

“寒假之前，我给他称了体
重，当时是30公斤，现在已经33

公斤了，整个人看上去胖了一
圈。”12日上午，一位家长在城
区一家药店门外的免费秤上给
孩子称体重。这位家长说，因为
过年的原因，孩子在家很放松，
每天好吃好喝的，再加上平时

缺少运动，个子没见长，体重却
长了6斤，再这样胖下去，连原
来的衣服也穿不上了。”

今年上五年级的小明(化
名 )告诉记者，寒假他是在爷
爷奶奶家过的，过年期间基本
每天都是大鱼大肉，平时没事
的时候就看着电视吃零食，有

时候早上醒来就吃，一直要吃
到晚上睡觉。“爷爷奶奶平时
在家也不管我，也不唠叨我，
我也就懒了，大部分的时间不
是坐着就是躺着，能不胖吗?”
小明对于自己变胖的原因，很
清楚。

(记者 王晓霜)

山东高考拟部分恢复全国卷

家长反应平淡老师着了急

本报2月1 2日讯 (记者
张牟幸子 见习记者 张爽

实习生 崔杨慧欣 ) 近
日，省教育部原则批复了关
于山东省高考文理综合考卷
由“山东卷”换成“全国卷”，
对此考生和家长大多持观望
状态，而高三的老师们却着
了急。

1 2日上午，在一家新华
书店内为孩子选购辅导书的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之前
听说今年山东高考文理综合
可能要改用全国卷，“如果是
改用全国卷，那以前没复习
到的地方就要再学一学，不
过应该没什么问题，看着孩
子复习的挺好的，心态也比
较稳定。”另一位市民徐女士
也告诉记者，等到三月份的
考试说明出来以后，才能确
定文理综合是否用全国卷，
孩子还是按之前的复习计划
一直按部就班地复习，“到时
候 正 式 文 件 下 来 了 就 知 道
了，现在着急也没用，反倒给
孩子压力。”

在滨州市几家书店内，
记者看到前来购买高三辅导
资料的学生和家长比较少，
新华书店的一名销售人员告

诉记者，最近山东卷的复习
资料卖的不多，“大家现在还
有些迷糊，不知道该不该继
续选用山东卷的复习资料，
而新的全国卷模拟试题还没
有出来，所以现在来买辅导
资料的很少。”

山 东 省 高 考 文 理 综 合
考卷由“山东卷”换成“全国
卷”的消息传出后，高三的
老师们有些着急。北镇中学
高 三 文 综 组 的 刘 老 师 在 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全国卷
和山东卷的分值不同，文综
全国卷是 3 0 0 分，山东卷是
2 4 0 分。考察的内容也不一
样 ，而 且 全 国 卷 的 书 写 量
大，同样的时间就很有可能
做不完。如果真的改用全国
卷，很多复习的东西就用不
上了，学生就相当于要重新
复习，时间很紧，对学生并
没有什么好处。”

1 2日中午，一名放学回
家的高三学生告诉记者，同
学们都听说文理综合考卷要
改用全国卷的消息了，现在
有些同学已经提前复习全国
卷的考试内容了，“有备无患
嘛，只要复习好了，考什么都
一样。”

距离高考三个多月 志愿填报书热销
本报2月12日讯(记者 张牟幸

子) 刚刚过完正月十五，高三的学
生们就投入了紧张的高考备战中，
学生家长们也开始为学生报志愿
忙活起来。12日，记者从滨州市几
家书店了解到，高考填报志愿指导
书籍卖得比较火爆。

近日，有许多学生家长开始为
学生高考后填报志愿做准备，有的
家长登陆各类大学的网站进行咨
询，有的购买了各种高考志愿填报
指导书进行筛选。12日上午，记者
来到位于黄河五路上的一家新华
书店，在书店摆放辅导书的区域
内，有不少家长在为孩子选购辅导

教材，一位在书架前犹豫了好久的
市民告诉记者，他儿子今年高三准
备高考了，现在他正准备买本高考
填报志愿指南仔细研究一下，“还
有110天就高考了，现在要抓紧准
备了，其实成绩差不多都稳定下来
了，就是看看哪所大学比较合适。”
在渤海七路的另一家书店内，记者
看到书架上摆放着三四种高考志
愿填报指南，一位正在购买该指南
的市民杨先生告诉记者，虽然还没
有开始考试，但是也要提前做打
算，一般高考发挥正常，分数和现
在的模拟考试分数差不多，“孩子
现在还没有时间考虑报哪所大学，

做家长的就先参谋参谋。”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黄河三

路上的一家新华书店，负责教辅书
籍区域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最近
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一类的书卖得
比较火，有不少家长前来购买，“虽
然没有具体做过统计，但是这两天
这种书卖得很多。”

对于这种情况，博兴二中一名
高三班主任邢老师告诉记者，现在
家长们买这种报考指南，应该是想
先了解一下今年的学校情况，到高
考结束后学校里也会给学生发放
这种书籍，“现在家长先了解了，总
比到时候没有准备要好。”

2月11日，无棣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专门组织了校车
安全培训会议，会上明确提
出了驾驶员在运送学生期
间行车速度不得超过60km/

小时，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图为会后，无棣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民警向驾驶员讲解
平时如何检查校车安全。
记者 王忠才 通讯员
管林建 王本功 闫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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