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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调查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潘世金

调查中超七成家长
为孩子报班

暑假过去一半了，中小学生们正
在享受快乐假期吗？他们的假期是怎
么过的？近日，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
家长忙于上班，孩子无人照看，一部分
家长把孩子托付给家中老人或保姆照
顾，而条件不允许或是不甘心让孩子
浪费假期的家长则为孩子选择了“花
式托管”之旅。

时先生的儿子该上四年级了，这
个暑假他给儿子报了夏令营、游泳班
和英语兴趣班。“想让孩子过一个充实
的暑假，选择暑托班还是以孩子意愿
为主，同时我们也比较注重亲子间的
活动，也会休假带他外出旅游。”在时
先生看来，不能让孩子一味地在假期
里学习，要劳逸结合，给孩子一个忙碌
而有意义的假期。

相比时先生，何先生对女儿的假
期安排要简单得多。“女儿该上二年级
了，假期给她报了个舞蹈班，之后把她
送回老家，和乡下的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何先生说，虽然只是一个短期的
舞蹈班，但因为面临舞蹈考级，所花费
用也达上千元。

本报记者随机调查了济南4所小学
的308位学生家长，结果显示，有221位家
长为孩子报了暑托班，比例高达72%。其
中，35 . 84%的家长选择在暑假给孩子报
兴趣类的辅导班，17 . 34%的家长选择给
孩子报文化课辅导班，此外还有选择夏
令营、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在家自己学
习等等。

高年级孩子因为面临升学压力，报
文化课辅导班的比例明显增加。吴女士
的儿子今年上六年级，为了让孩子进入
一所好初中，她为儿子报了辅导班，很
多都涉及初中的内容。

暑托班良莠不齐
老师水平参差不齐

记者采访了解到，家长们在为孩
子选择暑托班时，有颇多顾虑。时先生

告诉记者，他在选择托管班时会“货比
三家”，“托管班是否具有资质、老师是
否专业、课程的口碑等都是我关注的
重点。”

调查显示，52 . 02%的家长认为托
管班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李女士告诉
记者，她本想报个辅导班让孩子多学
点知识，但辅导班上课形式单一，只是
照本宣科，并没有考虑孩子要学什么
和怎么学的问题，孩子感觉枯燥乏味，
只是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去上课，效果
适得其反。

赵女士给孩子报了钢琴班，每次上
课200元，“老师经常提前下课，有时一
个小时只讲45分钟，我们感觉这位老师
不太负责任。”

有家长告诉记者，辅导班的课程较
难，孩子学起来很吃力，反而打击了孩
子原本的学习积极性，甚至出现了开学
后成绩下滑的现象。“我记得当时我的
孩子做梦都在喊‘太难了’。”

另外，辅导班的费用也是家长比较
关心的一个方面。有48 . 28%的家长认为
目前辅导班收费混乱。“现在好的辅导
班价格都比较贵，而且在暑托班进行到
一半，就会推销开学后的秋季班，连着
上下来就要花掉上万元。”一位家长说。

也有家长认为当前托管班良莠不
齐。今年6月，济南市教育局发文提醒家
长，注意培训学校是否具有教育行政部
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
学许可证》或《济南市民办学校教学点
登记证》，证件中的学校名称、办学地
址、办学内容等应证实相符。此外，济南
市教育局建议家长签订培训合同，不参
加跨学期收费、高收费的培训等。

报暑托班，
有的只为“找人看孩子”

关于暑托班，家长们的态度各不相
同。有家长认为暑托班可以提高孩子的
集体荣誉感，让孩子学到更多知识。

在吴女士看来，除了学习，还要利
用假期这段时间增强孩子的身体素质，
带着他多做运动。“我给他报了跆拳道，
每周都上课，目前正在准备考级。”

也有不少家长认为目前的暑托班
纯属商业性质，收费高，也无法保证老
师的质量，送孩子去托管班纯属上班

族家长的无奈之举。采访中，刘女士称
自己工作比较忙碌，给孩子报个班就
相当于雇人给自己看孩子，“总比让他
在家看电视、玩电脑强，也可以让我放
心工作。”

此外，部分家长并不认同将孩子交
给托管班。“我会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
给他一些自由时间，不想让他的假期太
辛苦。”一位家长说。

老师建议：
假期多读书、多实践

针对暑托班这一现象，记者采访了
济南多所学校的老师。

济南市新苑小学德育主任单亦裙
表示，小学阶段参加文化课辅导班是没
有必要的，因为小学知识比较简单，通
过老师课堂上的讲授和课后的作业，
就可以完全把知识掌握。“其实小学阶
段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现在
很多家长报辅导班都是因为自身的焦
虑造成的。”单亦裙说，兴趣类的辅导
班，建议家长结合孩子的兴趣和自身
的天赋进行选择，暑假可以选择一门兴
趣班，培养一下孩子的爱好，比如音乐、
美术、舞蹈等等。

她还建议家长多陪伴孩子，让孩子
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做一些有意义的
事情。“要在假期带着孩子多读书，读好
书，给他营造一个安静的读书氛围，这
可能比报辅导班的意义更大。”

纬二路小学大队辅导员何友猛建
议，家长报暑托班一定要尊重孩子的个
人意愿。山师附小的王文彬老师认为，
家长不能把孩子完全托付给托管班，

“陪伴是对孩子成长最好的教育，孩子
的性格、行为习惯等方面都是在6—12
岁养成的，家长应该在假期多花时间陪
陪孩子。”

东方双语实验学校政教处刘国妍
老师表示，假期是孩子休息调整的阶
段，但孩子自控能力较弱，不能放任孩
子不管，要为孩子规划安排合适的作
息时间。此外，要在假期安排和同龄小
伙伴活动交流的时间，避免孩子开学
后出现不适应的现象。“可以在假期让
孩子选择喜欢的活动参与，比如体育、
艺术等方面的活动，让他度过一个充实
快乐的假期。”

4所小学308个家庭的暑假

七七成成孩孩子子报报辅辅导导班班
这厢是孩子“终于放假喽”的自由与快乐，那厢却是家长“孩子谁来管，假期放哪去”的苦恼。近

日，记者针对暑托班这一现象，分别调查了济南4所小学的308位家长，结果显示，221位家长选择把
孩子交给暑托班，占比达72%。部分家长由于工作原因选择暑托班，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报班可以
让孩子学到更多知识。

1 .您是如何安排孩子暑假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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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兴趣类的辅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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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自
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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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爷爷
奶奶在
一起

10 . 61%
夏令营

17 . 34%
报文化课辅导班

2 .您选择托管班的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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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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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因

30 . 16%
其他

1 . 68%
周围亲戚朋
友都送了

3 .您认为目前托管班存在

哪些问题(多选)

4 .暑假期间是否给孩子选择

暑托班(包括短期班)

48 . 6%

52 . 02%

23 . 46%

26 . 26%

收费混乱

托管班老师水平参差不齐

安全没有保障

门槛低，准入资格不明确

否：28 . 25%

是：71 . 75%

暑暑期期寻寻访访古古建建筑筑

7月21日，烟台大学环境与材料工程“新青年”小分队暑期社
会实践落下帷幕。在三天时间里8名大一学生走访了济南市博物
馆、老舍故居、曲水亭街等多个地点，寻找古建筑，查看其现保存
状况并作出评估，同时于泉城路上对过往行人宣传讲解保护古
建筑的知识。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摄影报道

山山东东师师范范大大学学组组建建专专项项服服务务队队
赴赴新新疆疆支支教教、、调调研研

本报济南7月30日讯(记者
郭立伟) 为贯彻落实第六

次对口援疆会议精神，促进鲁
彊两地交往交流，山东师范大
学学生工作处组建了“师大溢
彩 大爱新疆”社会实践专项
服务队，赴喀什疏勒县开展了
为期15天的社会实践活动。14
个学院的18名学生和学生工
作处、教育学部、生科院3名带
队教师参加活动。

社会实践专项服务队先
后在疏勒县牙甫泉镇中学和
罕南力克镇中学开展了“爱
党、爱国、爱校”宣讲活动、

潘玉莲老人“爱心小课堂”支
教活动、“壹心奕意”——— 课
堂文化彩绘设计活动、幼儿
园园长培训活动、双语教学
现状的专题调研等一系列丰
富 多 彩 的 活 动 ，累 计 有 近
2000名疏勒县中小学生及老
师参与其中。

据介绍，此次活动得到了
山东省和东营市援疆指挥部
的大力支持。山东师范大学社
会实践服务活动传播了教育
理念，组织了教育培训，开展
了专题调研，为山东省援疆工
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活动期间，学校在“感动
喀什十大人物”潘玉莲老人坚
持25年的“爱心小课堂”举行
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大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
山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
焕斌、喀什地区教育局副局长
崔升平为山东师范大学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基地揭牌，疏
勒县政协主席吐尔洪·麦麦
提、山师学生工作处处长于晓
明为山东师范大学大学生社
会实践基地揭牌，并一同为

“爱心小课堂”学生赠送了水
杯及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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