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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马上接近尾声，城区中小学生们很快要迎接新学年的课堂生活了。临近开学，有的同学还沉浸在暑假的轻松节奏里里，有的却期待新学期的生活。
开学的脚步近了，孩子们和家长们都在做什么呢？面对新学期的生活准备得怎么样了呢？该怎么准备呢？对此，本报记记者采访学生、家长及中小学老师，给
广大读者一些参考及建议。

本期调查题目：临近开学，孩子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样本选取：城区中小学生、学生家长、教师等

调查人员：刘云菲、李璇、任洪忠、孟凡萧、张超、郭
庆文 靖心岩

要开学啦，调整好状态，迎接新学期吧
暑假接近尾声，新学期要开始了，一块看看孩子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第二十五期

学生状态：

有的不愿开学
有的满怀期待

姓名：韩思宇
年级：初二
调查人：李璇
情况：“我开学就上初三了，到时

候时间可能会很紧，每天还要早起，
感觉暑假太短了，真不愿意开学。”今
年 14 岁的韩思宇说，暑假里，她最喜
欢的就是睡懒觉，不用担心第二天上
学迟到。

“我的暑假作业用了不到半个
月，就全部写完了。我妈看着我整天
在家闲着，就给我报了英语辅导班，
我还要学钢琴。”韩思宇说，除去上辅
导班，她基本就是跟同学出去玩，或
在家玩电脑。半个月前，她还跟着妈
妈去威海参加了一场服装订货会。

韩思宇说，马上临近开学，可她
感觉自己暑假还没过够，她很希望暑
假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开了学就得
按时上学、睡觉，每天还要做作业，玩
的时间就少了。”韩思宇说，不过，开
学后她就要开始上化学课，这让她感
觉很好奇，也很期待。

姓名：关晓彤
年级：高二
调查人：李璇
情况：开学就要升高三的关晓彤

说，虽然开学后不能再像暑假里一样
整天睡懒觉，但为了备战明年的高
考，她愿意牺牲一下睡眠时间，用来
多复习功课。

关晓彤说，她的成绩在班里还算
不错，但她感觉自己的英语和数学有
点“拖后腿”。暑假里她专门报了这两
科的补习班，还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
辅导书。平时闲下来的时间，除了把
以前做的课堂笔记拿出来复习，她还
喜欢去图书馆看书，以增加自己的知
识面。“我想趁着开学前的这几天好
好养足精神，开学之后，我就为明年
高考冲刺了。”

姓名：王鑫
年级：初一
调查人：张超
情况：随着暑假的结束，家住开

发区的王鑫即将升入初中一年级，对
于新的学年，王鑫满怀希望，信心满

满。
“除了做作业，一半时间是在辅

导班度过的，对于新学期自己很激
动。”王鑫说道，自己的暑假作业早已
做完，暑假刚开始的时候跟家人去云
南玩了一周，回来后就去上辅导班，
由于自己英语比较薄弱，所以着重补
习英语，顺带着也强化了数学。上午
下午都有课程安排，下午下课会跟同
学去聊大打会篮球，晚上回家做作
业，这样的安排一直持续一个多月时
间。

对于刚刚结束辅导班生活的王
鑫来说，这几天一直待在家中看书，
按学校时间调整作息，以最佳状态进
入新学期，经过近一个暑假的努力学
习，王鑫对新的学期充满信心，力争
在第一次月考中取得好成绩。

姓名：王淑婷
年级：六年级
调查人：刘云菲
情况：王淑婷开学上初一，说起

她的暑假生活，主要就是玩，和同学
看电视、跟父母出去旅游，作业放在
一边，最后几天写就行。这两天她和
同学都在忙着赶写作业，“作业其实
不多，就想着不多所以才这么放松
的，反正这两天也能写完，好不容易
放个暑假，还不好好玩玩，我们都觉
得暑假的时间太短了，要是再长点就
好了。”王淑婷说。

姓名：商媛媛
年级：初二
调查人：刘云菲
情况：商媛媛开学上初三，马上

都快开学了，她正在练习舞蹈，准备
开学的联欢会。这个暑假她过得丰富
多彩，一边上舞蹈课，一边勤工俭学
挣钱，每天发传单一天能赚 20 元，这
份辛苦让她感觉到挣钱不容易。

姓名：韩兆
年级：四年级
调查人：刘云菲
情况：马上快开学了，韩兆忙着

写作业，不过不是因为贪玩，而是作
业实在太多，除了正常学校留的作业
外，还有两个辅导班老师留的作业。

“每个老师的要求不一样，以前的老
师就让复习下开学的课程，换了一个
新老师，让把开学的课文背一遍，还
得抄写，如果课文里有名人，还得自
己查资料，写名人简介，可麻烦了。我
们辅导班老师也留那么多作业，写都
写不完。”

韩兆的妈妈说，暑假里根本没时
间管理孩子，只能给他报辅导班，孩
子这一个假期确实挺忙，她觉得这样
也挺好，但是韩兆却说，他不喜欢上
辅导班，暑假本来是休息的，他感觉

跟上学差不多。
姓名：孔琳娜
年级：初二
调查人：郭庆文
情况：开学就上初三了，对孔琳

娜来说，初中最紧张的一年即将来
到，一丝压力和紧张在所难免，但她
早已准备就绪。

为了能减轻初三的压力，在老师
的建议下，孔琳娜上了一个月的辅导
班，把初三的功课好好预习了一遍。
之后的半个月里，她参加了报童营销
秀，每天早上 5 点多起床，骑车到兴
华路邮局大厅领报纸，在回家的路上
步行卖报，既锻炼身体，又锻炼了意
志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每天抽专门的时间写作业，她
自己心里有数。”孔妈妈说，女儿独立
能力比较强，经过这个暑期的充实和
锻炼，她更成熟了。

姓名：李海清
年级：六年级
调查人：郭庆文
情况：开学的脚步近了，对即将

踏入初中校园的李海清来说，新学期
的到来让她充满期待。李海清开学到
实验中学上初一，虽然假期过得很轻
松，但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初一学习生
活打基础，她向小区里一位初三的姐
姐借了初一用的课本，在尽情玩乐的
同时，每天留出时间专门预习功课，
到现在已经对课程预习多遍。

姓名：李文佳
年级：初二
调查人：孟凡萧
情况：暑假开学后李文佳就将成

为文轩中学初三的学生。在假期刚开
始时，父母让他上了一些辅导班，但
他感觉学不到什么。最后，在母亲的
督促下学习。由于即将开学，李文佳
抓紧时间做完老师布置的假期作业，
同时他也要收收心，毕竟初三十分关
键。

姓名：张艺恒
年级：二年级
调查人：孟凡萧
调查：张艺恒是北顺小学二年级

的学生，这个暑假他在聊城国际商务
港小神童右脑开发潜能班上辅导班，
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报童营销秀活
动。平时不上辅导班时，他就在家里
玩玩玩具，看看电视，打电脑游戏。

“趁还没开学，就好好地玩玩。等开学
了就玩不上了。”张艺恒说。

家长行动：

给孩子提前“充电”
迎接新学期

家长：叶静
调查人：孟凡萧
情况：30 日上午，记者在龙山西

街一家书店遇到了叶女士，她正在为
孩子挑选图书。“暑假里学校推荐了
一些图书让孩子看，现在除了《海底
两万里》和朱自清和郁达夫等著的

《拾得一袖香》等没买到，其余的都看
完了。”叶女士拿着学校推荐的书目
说。记者看到上边列了二三十本书。
叶女士说：“快开学了，应该多教育教
育孩子自我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
能力。”

家长：高艳华
调查人：孟凡萧
情况：高艳华的儿子开学后即将

上初三，在这个假期刚开始时，她让
孩子参加了一些辅导班，但是辅导班
管得不怎么严，孩子没有学到多少东
西。最后，她就让孩子在家里在她的
监督下学习。高女士说，现在快开学，
除了督促孩子做完学校布置的作业
外，还要多教育教育他，让他开学后
能够自觉学习，争取考个好学校。

家长：王女士

调查人：李璇
情况：王女士的儿子开学升初

三，暑假作业早已写完，她平时上班
没时间在家，便给儿子报了英语辅导
班。平时不上辅导班的时候，她儿子
不是在家玩一天电脑，就是和同学出
去玩。

“他晚上在家玩电脑游戏玩到很
晚，每天睡觉都得到半夜，白天睡到
中午才起来，我怕他开了学调整不过
来。”王女士说，以前儿子每次假期结
束后，开学很长时间都缓不过来，整
天懒洋洋的，人也没精神。“他以前一
开学就头疼，心情烦躁，有时候还在
课堂上睡觉。我感觉这孩子就得放在
学校里，让老师严管着。”

家长：刘女士
调查人：李璇
情况：刘女士的女儿开学升高

二，孩子平时学习还可以，就是英语
不太好，今年暑假，她让女儿和同学
一起报了英语夏令营，去北京封闭学
习了半个月。

“她现在每天都在家里看书，做
家务，要不就去图书馆，开学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还提前买了几本高二的
辅导书预习着。”刘女士说，她女儿开
学就要升高二，后年就要考大学，她
准备提前锻炼一下女儿，也好为其上
大学做准备。

家长：张先生
调查人：张超
情况：对于开学即将升入五年级

的张立壮来说，整个暑假被安排的多
姿多彩，而作为张立壮的父亲，也是
把难得的空闲都花在儿子身上。

张先生告诉记者，孩子每天会
保证四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下午陪
着孩子一起去附近中学踢踢球，晚
上坚持让孩子看完新闻联播后，在
睡前保证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每
个周末会带着儿子去开发区学游
泳。

现在孩子马上开学，张先生也
已经为孩子置办好一切用品，从书
包，本子等学习用品，到新衣服一
应俱全，张先生表示，希望孩子能
有个健康的体魄来生活、学习，每
天有个好心情才是孩子这个年龄最
重要的。

家长：蒋女士
调查人：任洪忠 靖心岩
情况：“孩子作业都写完了，但

是老师让背诵的课文还没背熟，还得
让她再背背。”家住龙山小区的蒋女
士说，她的孩子开学将上小学三年
级，老师让在假期预习新课本，开学
了还要考试以检验学生的预习效果。

“刚放假的时候，就把新课本的辅导
书买了，平时都是孩子自己看，课文
中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让她查字典，数
学看不懂的地方就给她讲解一下。”

蒋女士介绍，她孩子在家主要是
写写作业、看看电视，和周围小朋友
玩得时间也不多，现在孩子学习压力
大，开学还要考试，在家预习是必须
的。“但是也不能光看学习，现在不
少家长假期还让上辅导班，从二三
年级就上，以后更不能落下，那样
压力太大，我就给孩子报了葫芦丝
班，学习之余放松一下心情。”

在开学前，蒋女士没给孩子买
新文具，她说，孩子有够用的文具
就可以了，不能每次开学都买新
的，养成坏习惯不好。

老师建议：

预习新课程
调整好自身状态

初中教师：邱女士
调查人：张超
情况：邱女士是东昌府区某中学

初中二年级的语文任课老师，据邱女
士介绍，最近几天一直在根据学校要
求，学习新课标的相关内容，为应对
新学期做好准备。

“以往刚开学，有些孩子会不太
适应，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邱老师
告诉记者，在以往刚开学的课堂上，
有些学生会出现瞌睡，不专心等现
象，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才能慢慢适
应，针对孩子来说，在临开学前，要确
保暑期作业保质保量的完成，与此同
时应逐渐调整作息习惯与心态，适当
的做一下新学期的学习规划和目标，
为新学期做好准备。

对于住校生，应该在临近开学前
把所需的生活用品提前准备妥当，不
要等开学才着急忙慌的买这买那，分
散精力。

小学教师：李先生
调查人：刘云菲
情况：李老师教小学生。他说，学

校每次在暑假前要安排作业的时候，
老师先把作业内容报道给年级主任，
主任再报给校长，校长批准了才安排
给学生，“暑假的作业并不多，其实一
两天就能写完，每次开学总有学生写
不完作业，这样就不太应该，还是太
贪玩了。”

李老师说，有时老师留作业也很
为难，留多了不行，留少了还不行，有
的家长还找老师，嫌给孩子留的作
业太少，“家长就会说了，你看我
们小区谁谁一天写两张卷子，我们
家 孩 子 就 写 几 道 题 ， 这 能 跟 上
吗？”李老师说，现在高考是根指
挥棒，成绩还是家长和学校最在乎
的。

高中教师：孙女士
调查人：任洪忠 靖心岩
情况：新的学期是一个新的开

始，学生应该首先调整好自己的学习
状态，调整好作息时间，与学校尽量
保持一致，以便入学能尽快适应学校
生活。假期里作业未写完的同学，尽
快把自己作业往前赶一赶，写完作业
的同学，将作业整理好，备好自己的
学习用品。

调整好心态的同学，还可以提前
预习一下新课程，方便开学学习更顺
利，学习进度也可加快，还建议学生
提前做好学习计划，有利于提高自己
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

除了传统的教辅教材、文具书
包等学生用品外，数码产品也成为
学生新学期的新装备。记者走访卖
场发现，目前电子产品市场推出的
促销活动，偏向学习型产品，比如
电子词典、点读笔等，也进入一年
的销售高峰期。

在闸口科技广场一店面，正在
为上初中的女儿挑选电子词典的李
女士说：“马上就要开学了，文具
书本什么的都买好了，就差一个电
子 词 典 ， 今 天 就 带 着 孩 子 来 挑
了。”据了解，随着各大高校陆续
开学，学生购买电脑的热情也急剧
升温。在一电脑商店，一位电脑经销
商表示，笔记本电脑由于携带方便、
占用空间小，受到一些准大学生的
喜欢，近一段时间，购买笔记本电脑
的群体大多是准大学生，大概占销
售量的四分之一。

在调查中，不仅学习用品卖得
火，手机、U 盘等电子产品受到准大
学生们的欢迎，随着开学日期的临
近，其销售量也节节攀升。

(记者 任洪忠 实习生 靖心岩)

30 日上午，记者在龙山西街一
文具店见到，店内货架上摆满了货
物。店主正忙碌着摆放刚进的货
物。“学生快开学了，你看货架上
这些笔和笔记本等都是刚进的。这
几天进了一万多元的货物。”店主
笑着说。临近开学，记者走访城区
书店、文具店发现，较平时，这些
店铺生意火爆。

在香江附近的不少文具店，前来
购买文具的学生和批发办公用品的
客户络绎不绝，这也让经营文具店的
刘先生每天从早忙到晚。“每年临近
开学这段时间，生意都比较好，有学
生，也有集中采购办公用品的老师，
好的时候一天能过万。”香江一期经
营文具店的刘先生说，自己来此做文
具生意已有四个年头，每到寒暑假开
学，生意都会比较火爆，主要是即将

开学的学生，有时三五结对的前来挑
选文具。

“这个月我们卖出去的书包和笔
是最多的，有一天能卖出去三四千支
笔，学生马上开学，文具批发也要接
近尾声，学生开学后就我们也就进入
了批发的淡季。”在香江同样经营文
具批发生意的雷女士说，一到开学季
文具批发就比较忙。

同文具店一样，临开学，城区不
少书店生意也火了起来。在利民路附
近一综合大型书店，不少中小学生都
在选购图书，有的在翻看教材辅导，
有的则看着科普读物，还有不少看着
青春小说。不少家长也跟着孩子一起
来选书，有家长一下子给孩子买了七
八本教材辅导。

(见习记者 孟凡萧 张超 记
者 任洪忠)

◎开学相关

书店、文具店生意挺火

同文具店火爆的生意相比，记
者走访城区儿童玩具店、批发店发
现，临近开学，买玩具的学生明显少
了。

30 日下午，在香江一玩具批发
商店，店里没有客人，商店负责人刘
女士正在忙着给零售商户准备玩
具。在该商店，一共有五排货架，都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墙也都被
挂满了，玩具小到铃铛、皮球，大到
玩具车、布娃娃。记者走访了几家玩

具批发店得到一致的反映，相比刚
放假时，购买玩具的学生明显少了。

“现在快开学了，学生都去买文
具了，买玩具的明显少了。”店铺老
板刘女士说，中小学生大多喜欢益
智组合类玩具，比如变形金刚、机器
人、组装武器等，他们一般都是刚放
假时买，尤其是春节时的销量猛增，
开学前销量明显受了些影响。

(记者 任洪忠 实习生 靖心
岩)

中小学生玩具销量降了

学习用电子产品受青睐

在城区一家大型综合书店，有不少中小学生在选阅图书。 本报记者 任洪忠 摄

城区一文具店搞起“书包节”促
销书包文具，图为工作人员在整理
书包。 本报记者 任洪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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