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学生暑期报了13个
大多孩子走出学校就进辅导班
本报记者 李飞 李娜 实习生 任丽媛

辅导班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飞) 24
日，济南市教育局下发《关于认真做好
2013年中小学暑假工作的通知》，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4日至8月
31日。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1
日至8月31日。中小学教师须与学生同
时放假，任何学校不得占用暑假集体组
织学生军训。

今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暑假时
间：7月4日至8月31日，共8周。9月1日报
到，9月2日开学上课并组织升旗仪式。
普通高中学校暑假时间：7月11日至8月
31日，共7周。9月1日报到，9月2日开学
上课并组织升旗仪式。

济南市教育局规定，全市中小学要
严格遵守放假时间规定，不得随意调整
假期时间。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或
者需要在假期安排学生活动的，须提前
两周向市教育局提出书面报告，经批准
后方可实施。

暑假假期不包括学校集体组织的

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时间。中小学教师
须与学生同时放假，各学校除组织相关
的业务培训外，不得占用教师的假期休
息时间。任何学校不得占用暑假集体组
织学生军训。

通知要求，要切实减轻学生暑假期
间的作业负担，以全省统一规划使用的

《暑假生活指导》为抓手，为学生提供系
统科学的假期生活指导。小学一、二年
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其他年级书面作
业要控制在每天1小时以内，要着眼于
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布置
一些能够激发兴趣、开阔视野、锻炼意
志的开放性作业。

各中小学不得以任何借口动员
组织学生集体到校上课补课和统一
组织自习，不得参与、动员、组织学生
参加社会上各类复习班和培训班。禁
止学校在假期联合或将校舍租借给
社会力量办学机构用于开办补习班、
培训班。

中小学7月4日放假
任何学校不得占用暑假组织军训

二年级与五年级

报班比例高
6月21日，记者在省城一所九年一

贯制学校做了关于暑期辅导班的问卷
调查，从该校一年级至七年级，每个年
级随机选了一个班调查，共回收有效
问卷363份。

针对“即将到来的暑假，你会上辅
导班吗”这一问题，363名学生中277人
回答会上，而且父母已经给报了班。仅
有86人回答不上辅导班，被调查学生
中上辅导班的比例为76%。

其中，二年级一个班56人中仅有9
人没报班；五年级46人中仅有6人没报
班，88%的报班比例在各年级中最高。
其次是三年级和六年级。“据我了解，
假期不上辅导班的学生几乎没有。”一
位班主任告诉记者，很多父母早早就
给孩子报了各种假期辅导班，因为还
没放假，有的家长可能还没有告诉孩
子。“可以说走出学校，孩子接着就会
进入辅导班。”

六成以上学生

至少上两个班
针对问题“如果假期上辅导班，上

几个”，277名上辅导班的学生中，106
人回答1个，99人回答2个，47人回答3
个，14人回答4个，6人回答5个。

另有一名一年级学生回答假期要
上6个辅导班，一名五年级学生和一名
七年级学生回答上7个辅导班。让记者
意外的是，有一名七年级学生回答这
个暑假要上10个辅导班，另外一名七
年级学生则要上13个班。

“这个暑假要参加的辅导班特别
多，10个。”这名没留下姓名的学生列
举：语文、阅读、作文、数学、跆拳道、奥
数、英语、物理、街舞……而回答自己
要上13个辅导班的学生，列举如下：语
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生
物、信息技术、美术、音乐、钢琴、游泳
和作文，辅导班上课地点涉及6个不同
的地方。

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暑假只上一
个辅导班的学生比例为38%，超过六
成学生的假期辅导班在两个或两个以
上。年级越高，报的辅导班越多，这也
意味着学生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

高年级文化班为主

英语辅导班最抢手
“假期辅导班，都是什么内容？”记

者统计发现：277人中，参加舞蹈、书
法、游泳、跆拳道、钢琴等特长类辅导

班的学生共计179人；参加数学、英语、
作文等文化课辅导班的学生共计129
人，其中很多人两者兼报。

在特长类辅导班中，以低中年级
学生为主，参加舞蹈和钢琴的学生占
了多数。文化课类辅导班，则以高年级
学生为主，而假期学英语的学生占到
了参加文化课辅导班的近八成。

针对“辅导班，是你自愿上的，还
是父母要求上的”这一问题，调查结果
显示，1 8 6人回答“自己愿意上辅导
班”，比例为67%。另外三成学生表示，

“是父母要求上的”、“被逼的”、“有的
辅导班喜欢，有的不喜欢”。“我喜欢上
舞蹈，但不喜欢上英语，因为很无聊。”
一名六年级学生说。

暑假要上13个辅导班的七年级学
生在调查问卷上写道：“不自愿、被迫。”
一名上5个辅导班的学生说，美术、钢琴
两个辅导班自己愿意上，而英语、数学、
物理这三个是家长要求的，不喜欢的原
因是“太累、没作用、枯燥”。

记者统计了解到，选择喜欢上的
辅导班，多为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认
为可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而不喜欢
上的主要以语文、数学、英语等文化课
为主。一名七年级学生说，数学班是家
长逼着上的，没有意思，因为有自己的
学习方法，没有必要上，而钢琴和声乐
是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能缓解学习压
力。

对很多学生来说，暑假

的含义就是上辅导班，暑假

里到底有多少学生会参加暑

假辅导班？21日，记者在省城

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做了问

卷调查，363名学生中277人

会在即将到来的假期上辅导

班，比例高达76%。不少学生

不只上一个辅导班，一名七

年级学生甚至报了13个辅导

班。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飞) 近
日，济南市教育局在官方网站发布了

《关于部分院校违规散发招生广告的通
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济
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期间，26所院校
违规到考点周边散发招生广告(招生简
章)，被通报批评。

按照济南市教育局的规定，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济南市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期间，严禁各学校到考点周
边散发招生广告(招生简章)，但仍有部
分院校违规到考点周边散发招生广告
(招生简章)。

经核查，市教育局对以下26所院校
予以通报批评：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
院、山东现代职业学院、济南创佳电脑

培训学校、济南成龙文化培训学校、济
南市锦程教育培训学校、济南新东方学
校、济南学大教育培训学校、济南天材
教育培训学校、济南启儒教育培训学
校、山东大智考试培训学校、济南市星
火英语培训学校、济南市国华高考补习
学校、济南市格致教育培训学校、济南
市京翰教育培训学校、济南市智博教育
培训学校、济南市大成教育培训学校、
济南市实达培训学校、济南雅思培训学
校、济南市新年华教育培训学校、济南
市育才教育培训学校、济南市启帆教育
培训学校、济南市优博教育培训学校、
济南市延安教育培训学校、济南天桥郑
老师教育培训学校、济南市晨露培训学
校、济南市斯达迪教育培训学校。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飞) 6月
21日，济南市教育局在官方网站上发布
公告，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
济南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期间，部分机
构和个人在考点周边散发招生广告和
招生简章，经核查，26处“培训机构”未
在济南市或有关县(市)区教育行政部
门注册登记，属无证办学行为，不具备
面向社会招生的资格。

26处无证办学的“培训机构”具体
名单为：济南金双艺跆拳道素质教育、
晨文教育 2 0 1 3初升高衔接班、全易
通、燎原教育、青岛墨尔文中学、雨轩
老师教育、金色雨轩国际教育中心、弘

成教育旗下101远程教育网、山东大
学金谛文化交流中心、山东大学金帝
文化交流中心、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大学老教授协会教育中心、山东
大学为天下储人才 为国家图富强培
训、济南舜彩实验名师学校、山东省郓
城师范高中济南分校、李老师辅导、济
南恒上教育、精华在线 精华学校、英
国剑桥新高度教育山东教学中心、济
南新高度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省阳光
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加誉教育、
山东郓师高中平阴办事处、黄埔教育
科学研究中心、众贤教育、博衔教育。

违规散发招生广告

26所院校被通报批评

不具备招生资格就发简章，教育部门公告

26处“培训机构”无证办学

孩子报啥班，家长说了算
教育人士建议家长不要以个人意愿代替孩子兴趣
本报记者 李飞 李娜

距离中小学生放暑假还

有不到10天，济南各个儿童

活动中心、青少年宫和辅导

机构已经迎来了报名热潮。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了解到，

低年级学生热衷艺术类辅导

班，而中高年级则多报名文

化课辅导班。教育人士建议

家长，不要以自己的意愿代

替孩子的兴趣，否则只会适

得其反。

女孩练舞蹈，男孩更爱跆拳道

最近一周，包括济南市青少年
宫、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济南
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都出现了家长
集中给孩子报名上辅导班的火爆场
景。

“我也不知道该给孩子报什么，
女孩子就学个舞蹈吧。”23日，在济
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市民季女士
正在给6岁的女儿报班。她女儿所在
班级有36个人，20多个报了舞蹈和
美术。多家少儿培训机构表示，舞蹈
班是女孩子的天下，跆拳道则是男孩
子为主，美术班男女生比较均衡。

据市青少年宫副主任付宪伟介
绍，从目前的报名情况看，美术、舞
蹈、语言、声乐类专业比较热门，幼儿
班级已经报满了。不过，在教室和师

资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青少年宫会视
情况增开热门专业班级。

济南新东方学校共有 23处校
区，其中十几个都以中小学生生源为
主。该校校长赖寒告诉记者，这几天
平均报名人数四五百，小学生主要以
语文、数学、英语为主，而中学生则各
科都有，尤以英语和数学最多。赖寒
表示，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家长越来
越倾向“一对一辅导”，辅导班越来越
小班化，向精品化教育转型。

“根据家长的需求，我们马上启
动奥数辅导班。”采访中，无论公立还
是民办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表示，
随着7月份暑假的到来，针对小学生
的兴趣班和文化课辅导班会迎来一
个新的报名小高潮。

想上武术班，却被家长报了书法班

23日，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济
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很热闹，不少
家长正带着孩子咨询报名。

“我想上武术班，他们不给我报。”6
岁的乐乐明显对爸妈选择的书法班不
满。另一个小男孩因为想上机器人班，
却被妈妈改成了美术班而哭闹起来。

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兴趣班，话语
权还是在家长手里。对于这种现象，
家长认为，孩子小不具有判断能力，
不知道应该学什么好。而在小学和初
中生文化辅导课的选择上，孩子发言
权大一些，一般是什么课程相对落
后，才选择辅导什么课程。

调查中记者发现学生暑期辅导
班有明显的差异性，小学五年级以下
学生以兴趣特长班为主，而五年级及

以上则是文化课辅导加特长课。
“暑期辅导班，低年级学生学艺

术的多，以钢琴、美术、古筝、表演等
兴趣班为主。”济南市阳光100小学大
队辅导员白冬梅表示。

“孩子现在小，主要还是让她玩
一玩，所以只报了一个美术班。”郭先
生认为五六岁的孩子上升小学的衔
接班没有太大意义。他说，这时候的
孩子太早被束缚不见得是好事情。

在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来接女
儿的秦女士告诉记者，女儿五年级开
始周末假期都上辅导班。“其实我也很
苦恼，孩子过完暑假就上六年级了，面
临着升学压力。可不报班又怕落在别
人后面。”秦女士说，，虽然很心疼女儿，
但还是给报了文化补习班。

格教育人士：

盲目报班，跟风攀比作怪

除了中小学生报班热，6月，也
正值幼儿园大班小朋友报读小学
之际，为了让幼儿及早适应小学生
活，不少家长也忙着为孩子报拼
音班，识字班，奥数班……

日前，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
务理事、幼儿教育机构“天才宝
贝”中国区总经理茅艳芳在济南
举办讲座时建言家长，幼小衔接
绝非一蹴而就，过早过量的知识
灌输，很容易导致幼儿学了知识
毁了兴趣。

“从校园里随便问一名学生，
假期会上辅导班吗？基本都是一个
回答：上。”市区一所学校的大队辅
导员说，现在学生假期上辅导班已
经成为一种时尚，除了父母希望孩
子拔高或者补差外，背后也有跟风
和攀比的因素。“家长之间会交流，
学生之间也会交流，总之你的孩子
上，我的孩子不上就不行，不能输
在起跑线上。”

不少老师建议，家长是否给
孩子报辅导班，报什么样的辅导
班，最好事先征求孩子的意见，而
不是以自己的意愿代替孩子，毕
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在

学校学的课本知识足够了，没必
要再到课外上辅导班。”该老师认
为，尤其是对于学困生而言，更没
必要去上辅导班。“学生学习成绩
差，主要是其学习习惯养成方面
存在问题，比如课堂上不认真听
讲，课后不及时认真地完成作业
等。”该老师说，家长在不了解孩
子的情况下盲目报班，孩子的学
习压力会越来越大，效果适得其

反。
济南市青少年宫副主任付

宪伟说，暑假是孩子们接触课堂
之外的知识，认识大自然的机
会，不能违背了孩子开心娱乐中
学东西的初衷。家长在给孩子报
班时，可以给孩子建议，但是不
能“急功近利”一下子报四五个
班，搞得孩子不是在上辅导班，
就是在上辅导班的路上。

中考考场外，辅导班招生宣
传已经开始。（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3日，在济南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很多家长正在为孩子报辅导班。 本报记者 李娜 摄

中考开始后，山师附中考场外，各种辅导班、衔接班、食宿班的
广告大战悄悄展开。(资料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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