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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儿儿郎郎学学编编程程，，一一年年一一万万三三千千元元
省城少儿编程班渐火，专家建议尊重孩子兴趣

孩子学编程多是
培养兴趣

今年暑假，济南市民李女
士给她的儿子报了编程班。据
了解，李女士的儿子马上上五
年级，曾学过一年的机器人课
程。“我是在今年年初让孩子学
习接触编程的，感觉孩子还是
很感兴趣的。”她说，编程班一
个学期十二节课，大概三千元
钱。“最大的变化就是他的数学
成绩提高了，而且空间想象力
也有了明显改变，之前拼模型
都需要看图纸，现在可以不看
图纸就拼出模型。”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不少家
长给孩子报了编程班。“一方面
可以在玩中提高成绩，另一方面
也算是一项特长，孩子在今年的
济南市市中区机器人大赛中获
得二等奖。”李女士说。

济南一家少儿编程培训机
构的负责人阳先生告诉记者，
少儿编程班确实比较火爆，且
少儿编程班的课程与传统的编
程班有着较大区别。“传统的编
程班以成人为主，主要以就业
为目的，而少儿编程班更多是

以培养孩子的兴趣为主。”
记者在百度上搜索“济南

儿童编程培训”，竟出现了345
万个搜索结果。“先人一步学编
程，让孩子的未来离伟大更进
一步……”类似的宣传充斥在
一些网络平台。不少少儿编程
培训机构宣称，学编程“要从娃
娃做起”、“让孩子尝试一下编
程，或许中国的比尔盖茨就诞
生在您家”……

有机构学编程的孩
子一年涨四成

据阳先生介绍，编程虽然
听起来很难操作，但是像英国、
美国的孩子从4岁起就可以用
Scratch软件做一些简单的代
码。而在国内，少儿编程班也越
来越受到家长们的关注。

“今年的报名人数比去年
增长45%，一年的费用是1万3千
元，约120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孩子学到第二年就可以自己做
网页。”阳先生告诉记者，编程
不仅需要逻辑思维能力，也对
孩子的英语水平有一定的要
求，因此三年级以上的孩子报
名较多。目前8-16岁的编程班

颇受欢迎
据介绍，在编程培训的工

具应用上，主要以一款叫Scratch
的软件和GS语言为主。“1-3年

级的学生主要应用Scratch软
件，训练孩子的逻辑思维能
力。4年级-初二的以GS语言应
用为主，可以系统地学习一些
程序开发方面的内容。”

刘先生同样负责编程课程
的开发工作，在他看来，少儿编

程课程可以弥补当前传统教育
的不足，“传统教育是以单向教
育为主，而编程班则更多培养
孩子的创造力。”

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通知
中指出“要实施全民智能教育
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
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
教育，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寓教
于乐的编程教学软件、游戏的

开发和推广”。

学编程不宜过早，
应把兴趣放第一位

少儿有没有必要学习编程，
记者为此采访了程序员许惠翔，
在他看来，学习编程应以兴趣为
主，盲目报班并不可取。“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如果孩子对编程感
兴趣，建议报班。但如果编程只
是家长的’一厢情愿’，那么孩子
只会对编程感到厌烦。”

许惠翔说，少儿编程班能
够火起来，与现在信息化的时
代有关，与国家的政策有关，
也与家长观念的转变有关，
“现在很多的宣传都会给家长
一种误解，让他们认为学编程
更有前途。”

山东财经大学计算机系的
吴修国老师告诉记者，他的儿
子刚小学毕业，对编程很感兴
趣，“孩子是通过参加学校的机
器人社团开始对编程感兴趣
的，只是在家看书自学，并没有
给他报任何的辅导班。”

谈到少儿编程班，吴修国
认为，报班要结合孩子的具体
情况去具体分析。“学习编程，
并不是年纪越小就越好，孩子
需要先对电脑有个认识阶段，
比如电脑的基本操作、软件的
安装等，大概十岁之后可以考
虑报编程班。”吴修国说。

济南市纬二路小学的张建
华是一名微机老师，在她看来，
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学习编程比
较合适，“目前学校也在开设编
程方面的课程，培养学生这方
面的兴趣。”

济济南南市市首首期期幼幼儿儿园园

教教师师快快乐乐体体操操

辅辅导导员员培培训训班班举举行行

见习记者 潘世金

在济南市北坦小学，“乐坛
家园”家委会会长时公诚小有
名气。今年3月，他组织策划的

“爱家乡，金牌小导游”活动近
三百人参加，受到家长和学生
的一致好评。从事教育行业十
几年，在他看来，家长和学校应
该是教育合伙人的关系，家校
合一才能让孩子更好地成长。

集体活动中让家
长了解老师

2014年9月，时公诚的儿子
进入北坦小学读书。孩子刚入
学，时公诚就加入了家委会，
并先后组织了“小小卖报童”、

“交通安全小义工”、府学文庙
参观等活动，受到老师和其他
家长的欢迎。时公诚告诉记者，
他从事IT教育行业十几年，曾组
织过小学生快乐体验营活动，三
个月时间累计一千人次参加。说
到家委会，他表示自己一直热衷
教育事业，希望通过家委会的活
动带动更多家长，传播正能量，
让整体教育环境变得更好。

而家委会作为家校沟通
的桥梁，更是起着重要的作

用。时公诚给记者举了个例
子：一年级刚开学，有孩子向
家长反映班主任过于严厉，家
长因此对老师产生了不满的
情绪。后来，在时公诚组织的
府学文庙参观活动中，班主任
也参加了，这位家长发现，老
师的教育方法更加专业，慢慢
地就消除了对老师的误解。

“金牌小导游”活
动吸引300个孩子

谈起自己策划最成功的
活动，时公诚想到了今年3月
组织的“爱家乡，金牌小导游”
活动。正是这次经历让时公诚
开始思考，孩子们不仅要学课
本上的知识，也需要了解家乡
的历史文化。

第一期活动，时公诚选择
了大明湖，令他没有想到的

是，活动当天近300个孩子参
加，“之前组织网上报名，并没
有这么多人，很多家长都是带
着孩子临时过来的。”在这次
活动中，孩子们拿着自己提前
查阅的资料，将景点背后的故
事主动讲解给家长和老师听。

“小事做实，细节做精”，
这是北坦小学一直倡导的教
育理念，也是时公诚非常认同
的地方。在组织家委会活动
时，时公诚会和其他家长反复
商议，落实每一个活动细节，
因此时公诚举办的活动大多
受到家长们的肯定。2016年，在
班主任的推荐下，时公诚通过
竞选当选为家委会会长。

每两周开展一次
实践活动

据北坦小学德育主任程

化珍介绍，学校自2010年成立
家 委 会 ， 共 分 为 校 级 、 年
级、班级三层组织结构，校
级 家 委 会 分 为 会 长 、 副 会
长、组织委员、安全委员、
后勤管理委员和宣传管理委
员共6人。目前，家委会的领
导 班 子 已 经 成 为 了 与德 育
处、教导处、总务处并行的
管理科室。

为了更好地开展家校驻
校办公工作，学校每周邀请家
长到校听课，并为家长准备听
课记录本，更好地了解家长对
学校教学工作的看法。此外，

“乐坛家园”家委会积极推动
亲子校外实践活动，丰富学生
课余生活，每两周开展一次校
外实践活动。

在家委会的积极倡导和
筹划下，2015年1月，乐坛家长
学校成立。“每周六晚上，家长
们齐聚在学校报告厅，一起听
讲座，交流学习，共同提升。”
程化珍说。

家委会在组织活动时，通
常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
保持一致。“比如在传统文化教
育方面，家委会就和学校配合
得非常好，曾有家长自发组织
孩子们在小区里诵读《大学》、

《中庸》等。”程化珍说。
时公诚表示，学校和家

长 应 该 是 教 育 合 伙 人 的 关
系，家校合一才能让孩子更
好地成长。

本报济南8月13日讯(见习
记者 张琪)8月11日上午，济
南市第一期幼儿园教师国家级
快乐体操辅导员(教练员)培训
班在济南皇亭体育馆正式开
班。本次活动由山东省体操运
动协会主办，旨在推广“快乐体
操”在幼儿园的普及和发展，让
老师了解快乐体操课程特点和
意义，学习开展快乐体操类体
育活动的教学组织能力，推动
快乐体操项目的发展。

据了解，来自济南市市中
区30多家幼儿园的60多位老师
参加了济南首期开班典礼 ,并
将进行为期三天的培训。60多
位老师经过培训之后，通过考
核认证后，可获得由山东省体
操协会颁发的初级教练员证
书，以及中国体操协会和山东
省体操协会共同颁发的《快乐
体操辅导员》证书。

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家长们非常注重
孩子的物质教育，但有人对于
孩子的身体健康教育却缺乏
关注。而通过快乐体操这样的
一种形式，不仅可以增强孩子
的体魄，还可以锻炼孩子的意
志力。希望参加培训的各位老
师可以通过这次机会，提高认
识，认真学习和掌握动作要领
和教学方式，把快乐体操的理
念带回各自幼儿园，把快乐体
操开展起来并形成长效机制，
在济南市市中区幼儿园掀起
开展快乐体操的热潮。

济南市北坦小学家委会会长时公诚：

学学校校和和家家长长要要做做教教育育““合合伙伙人人””

前段时间，《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
个暑假》的文章刷爆了家长们的朋友圈，出国游学
的热潮还没过去，少儿编程班又在家长中间流行
起来。这个暑假不少家长都给孩子报了少年编程
班，而不少培训机构也宣称学编程“要从娃娃做
起”。少儿学编程真的有必要？针对这一现象，记者
采访了相关家长、培训机构、程序员及教育人士。

孩子们正在上儿童编程课。

家长汇

见习记者 潘世金 本报记者 李飞

时公诚在学校家委会驻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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