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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上学了，“80后”初当家长
济南部分小学开学前培训“新手”家长
本报记者 徐洁

心里挺慌慌

小学生买了电脑成游戏迷
大学生有了电脑成微博控
济南消费者委员会警示：给孩子添置数码产品要理性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王冰 杜陶羽

要开学了，看到同学用上了智能手机，二年级小学生缠着妈妈买了一台平板电脑，结果只会
玩游戏；要大学毕业了，一名大三学生以写论文为由让家长购置了平板电脑，但几乎每天都用在
发微博上，分享娱乐心得，毕业论文却几乎毫无进展。

为此，8月30日，济南市消费者委员会发出消费警示，建议家长为孩子添置数码产品时应理性
消费。

省城市民王女士的儿子开学就
要上小学二年级了，看着同学们用上
了智能手机、电子书等数码产品，暑
假里一直缠着王女士索要一台平板
电脑。

耐不住软磨硬泡，离开学还有一
周多时，为了满足孩子，王女士便在
一家数码产品卖场购买了一台某品
牌的平板电脑。可平板电脑在孩子手
中“操练”了一个星期，王女士发现除
了玩简单的游戏，儿子根本学不会跟
学习有关的任何操作。同时，对普通
电脑都不熟悉的王女士就更不会使
用触摸屏的平板电脑了。

拿着这台全家人都不会用的崭
新平板电脑，王女士找到经销商要求
退货。但对方表示，不会操作并不属
于产品质量问题，因此拒绝了王女士
的退货要求。于是，王女士拨打了济
南市12315热线进行咨询。

据济南市消费者委员会秘书
长刘力介绍，家长急于为孩子添置
高端数码产品，已经成为开学前消
费经济的趋势之一。“但对于前沿
数码产品的功能定位，家长们普遍
缺乏认识。”刘力说，“很多昂贵的

数码产品要么沦为孩子的游戏机，
要么闲置。”

对此，他建议，为了不助长孩子
的攀比心理，家长在为孩子选购数码
产品时一定要弄清产品的功能，理性
消费，以免与促进学习的目的背道而
驰。

小学生缠着妈妈买平板电脑只会玩游戏

除了中小学生，方便快捷、功能
强大的平板电脑更受到大学生群体
的青睐，但也容易形成攀比心态，影
响学习，同时让家长背上负担。

“能随时编辑文档、方便浏览网
上资料、保存学术著作……”市民房
先生的女儿在外地一所高校读大三，
由于面临毕业，暑假里，她以写毕业
论文和准备考研为名，向父亲提出需
要购买一台平板电脑。于是，房先生
花费近5000元为女儿添置了最高端

款式的平板电脑。
可整个暑假过去了，对电脑略

知一二的房先生发现，女儿通过平
板电脑发布的微博数量猛增，几乎
每天都在分享各类娱乐心得，但毕
业论文却几乎毫无进展。房先生特
别检查了女儿的平板电脑，里面除
了一套考研英语词汇，剩下的都是
各类电影、游戏，根本找不到任何
学术著作。

通过与女儿交流，她承认：“有同

学天天用平板电脑，自己没有很没面
子，才以‘写论文’为借口为自己‘装
点门面’。”

济南市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
刘力说，“偏重娱乐的数码产品容
易 引 发 大 学 生 群 体 间 的 消 费 攀
比。”对于不断升温的各种数码产
品概念，刘力建议家长，在为子女
购买数码产品时要理性消费，最好
亲自体验产品功能，以防落入“概
念炒作”的陷阱。

大三生以写论文为借口购平板电脑只为装门面

本报8月30日讯 (记者
戚淑军 通讯员 赵东云
韩龙 ) 9月 3日中小学将开
学，为方便出行，满足学生乘
车需求，公交部门提前做好
运力调配，增加车辆班次，同
时开通学生专线车。

501路、502路等多条学生
专线车将于9月3日恢复运行，
并在相应站点指派专职工作
人员，做好引导、维持乘车秩
序等工作。501路专线车从南
苑小区到杆石桥，早6：20由南
苑小区发车，途经育英中学、
实验中学、回民中学、济南中
学。

502路从山东医专到杆石
桥，早6：25由山东医专发车，
途经第六十八中学、育英中
学、实验中学、回民中学、济

南中学。
77路槐荫中学学生专线

车从北店子到槐荫中学，运
行时间为早6：30北店子发车，
沿途经过北店子、曹家圈、王
庄、三教堂、东曹庄等村庄至
槐荫中学，17：30分由槐荫中
学发车。

学生专线车仅在工作
日 (周一至周五 )运行，节假
日、周末停运；专线车运行
站点将按原线路运行，广大
中小学生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 就 近 选 择 乘 车 。同 时 ，6

路、18路、33路、70路、79路、
80路、118路等途经中小学校
的线路将加密早晚高峰期
的班次间隔，增加运力；8 9

路、1 3 0路施行平峰定点发
车、准时进站。

公交公司开通开学专线车

本报8月30日讯 (记者
穆静) 为做好今年教育救助
工作，市中区召开专题会议
进行研究部署，积极筹措助
学资金128 . 4万元，其中40万
元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救助，88 . 4万元用于救助低保
家庭中的本科、专科、高中特
困学生共计590余人。目前，救
助资金已经拨付到位，将陆
续发放到每个特困学生手
中。

市中发放128万元助学资金

本报8月30日讯 (记者
戚淑军) 终于可以上学了，
眼下正是大学新生报到的时
候，章丘40名贫困学子高高兴
兴地领到了救助金，扫除了
入学的最后一个障碍，28日，
章丘举行2012年“慈善助学
(应届大学生项目)”活动救助
金发放仪式，百万善款将助
力245名学子圆梦。

“谢谢领导和老师们的
关心帮助，我一定会好好学
习，将来报答帮助过我的好
心人。”28日，在慈善助学会
上，刚刚领到4000元救助金的
明水街道张家村的王峰一脸
激动。王峰母亲因车祸去世，
父亲因工伤失去劳动能力，

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需要照
顾，在家庭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今年以599分的成绩考取
了东北林业大学。

章丘为帮助城乡应届
贫困大学生顺利入学，从 7

月下旬到 8月底，章丘市慈
善总会从“慈心一日捐”项
目中支付 1 0 0万元，与民政
局、教体局、新闻中心、广播
电视台联合开展“慈善助学
(应届大学生 )项目”活动，8

月下旬助学金全部发放到
每个贫困学生手中。截至目
前，共救助了245名品学兼优
的贫困大学生，本科生和专
科生分别获得4000元和3000

元的救助金。

章丘百万善款助学子圆梦

本报8月30日讯 (通讯员
郭廷瑜 李瑞奇 记者

陈伟) 30日，长清区举行了
2012年长清区“慈善助学”贫
困大学生助学金的集中发
放。长清区慈善总会向辖区
126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
大学生发放了2000—4000元
的助学基金。

2012年，长清区启动了慈
善救助计划，多方筹集爱心
善款。长清慈善总会对所有
申请救助的学生家庭进行了

统一的实地走访，对提出申
请的学生的相关材料进行严
格审核，最终确定了126名资
助对象。其中，低保家庭本科
大学生救助每人救助4000元，
低保专科大学生救助每人
4000元，特困家庭学生每人
2000元，共投入助学资金32万
元。除了此次慈善总会救助
的126名应届大学生外，还有
102名贫困大学生在长清区总
工会开展的“金秋助学”活动
中领取救助金15万元。

长清47万元帮扶贫困大学生

◎学界信息◎

▲30日，济南市北坦小学为一年级新生举行了入校仪式。全校教师列队迎接新同
学的到来，家长牵新生走红地毯送到教师手中，并接受校长发放的《“阳光”北小新生入
学手册》。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张旭 摄

要开学了，今年小学新生家长里出现了不少“80后”新面孔。“我应该给孩子准

备什么文具？”“上了学，我几天给老师打一次电话合适？”对于忐忑而又焦虑的“80

后”新生家长来说，孩子初入学校需要注意的还真不少。为此，济南部分小学在开

学前专门培训了“新手”家长。

8月30日，济南市汇波小
学赶在开学前，对一年级新生
家长进行培训。面对将要上学
的孩子，家长们的担忧真不
少：“我应该给孩子准备什么文
具？”“上放学时间是什么？我在
哪接孩子？”“上了学，我几天给
老师打一次电话合适？”

该校教育处主任韩冰老
师说，从近两年开始，新入校
的孩子家长中不少是“80后”，
他们在教育上想法多，对学校
的许多要求不能理解，家长是
一个没有资格证的岗位，没有

谁天生会做家长，因此，“新
手”家长没必要焦虑，要慢慢
学着来。

韩冰认为，好家长的关键
一点是与学校多沟通，耐心倾
听孩子诉说学校事。她为新手
家长们提供了几条建议：与老
师保持经常的联系，除了利用
家长会、教师家访时与教师作
个别交流外，也可以利用纸
条、电话、短信、网络等形式及
时地与教师互通信息，使双方
更多了解孩子近阶段在家庭
及学校中的一些表现。

如今，不少家长工作繁
忙，没有时间和耐心倾听。韩
冰老师非常不支持如此做法，
她认为，孩子愿意把学校大事
小情与家长分享，这是了解孩子
在校学习生活的最好途径，作为
家长，应当与孩子一起分享好消
息或有趣的事，让孩子觉得校园
生活的快乐。

此外，她还建议，家长还
应倾听老师对孩子的评价，正
确看待教师对孩子的批评，并
向老师客观地反映孩子在家
的表现。

孩子上学了，“80后”很忐忑

8月30日的家长课堂上，
汇波小学的老师当堂出了一
道考题：“你能说出父母的电
话和家庭住址吗？”有的孩子
非常流利地说出了爸爸和妈
妈的电话，有的孩子则支支
吾吾不确定，还有的孩子干

脆说：“我妈妈没告诉我。”
韩冰老师说，从这几种

现象中就能看出，哪些家长
有安全意识，哪些家长安全
意 识 相 对 弱 一 些 ，上 了 学 ，
孩子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庭
独自生活，教会孩子找到家

长 的 最 快 途 径 是 非 常 必 要
的。

汇波小学的班主任老师
还提出了温馨小建议，家长
最好不要频繁更换手机号，
否则会影响孩子的记忆，也
影响与老师的沟通。

不少孩子说不出父母电话

学前家长培训会上，家长
们的问题五花八门，从如何选
购文具，到穿什么样的衣服、鞋
子，再到学校什么时间放学，在
哪儿接送孩子等等。

汇波小学的老师建议，家长
给孩子穿鞋子，首先应考虑鞋底
防滑，大小要跟脚。上体育课的

那天，要穿球鞋，女生不穿裙子。
此外，面对商场五颜六色

的文具，老师们也提出了实用
建议。“给孩子选择文具时，也
要安全第一。”韩冰老师说，不
买削笔刀，而用转笔刀，为防意
外伤害，剪刀用儿童专用的，更
不要让孩子把锥、刀、剪等锋

利、尖锐的工具如图钉、大头针
等带到学校来。

不少妈妈喜欢给女孩戴小
发卡等饰品，老师们建议，不要
给孩子佩戴项链、手链、耳环、
玉器等首饰，头上也不要插各
种硬的发夹，东西虽小，但同样
存在安全隐患。

选购文具牢记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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