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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本报暑期营销秀火热报名中
截至目前，已有百余名中小学生报名参与

10日上午，记者发现某
辅导班的招生牌上写着，该
辅导班由立新小学、实验小
学、光明路小学、鑫昌路小
学及初中在校老师授课。随
后，记者以给自己亲戚家的
孩子报名为由，来到了该辅
导班。记者称孩子开学后上
小学二年级，报班之前能否
试听一下时，一工作人员立
刻警觉起来，不停地询问记

者是谁介绍过来的，是否提
前报名，如果没提前报名不
能试听，并用手拦着门不让
记者进教室“听课”，同时表
示目前新二年级的报名人
数已经满了，推荐记者去其
他辅导班询问。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位
于 商 城 内 的 郑 老 师 辅 导
班，并以家长的身份看了
一下该辅导班教学环境。

一工作人员带着记者先后
看了三至六年级的上课教
室。记者看到四年级的学
生正在上语文课，而老师
正在教学生识读生词，除
了教室显得有些拥挤外，
上课的模式和学校的课堂
一样。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一个年级一个班，每
个 班 大 概 有 二 三 十 名 学
生，教学质量可以放心，现

在教四年级语文的就是一
小学的在职老师，一年级
的语文由在职的一个班主
任教，其他年级的老师也
都是在学校教学的老师。。

当记者表示想给孩子
报新二年级的班级时，一名
自称以前在实验小学教数
学的张老师称，目前该班级
的人数已经满了，如果只有
一个孩子的话，可以挤一

下。“目前二年级的乘法口
诀学已经学到5了，课文也
学到第三课了。”张老师称，
报名参加二三年级辅导班
的人数是最多的，因为授课
老师大多数是实验小学的
在职老师，质量有保证，目
前新二年级的数学由她带，
如果记者下午将孩子送来
的话，她可以课后再给孩子
补补课。

没提前报名不让进门试听

11日上午，在某托辅中
心，记者在该辅导班的宣传
牌上看到，新一年级由立新
小学老师讲课，新三年级至
六年级由专职在校教师授
课。

记者在该托辅中心门
口绕了一圈也没找到入口，
随后拨打了宣传牌上的电
话才有人来开门。记者看到
该托辅中心有好几个房间，

除了新二年级和另一个班
级外，其他每个班级都坐满
了人，记者粗略数了一下，
每个班约有20人。

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好几个老师去参加考
试了，所以由他们辅导班
的辅导员教学，她说，教学
质量有保证，而且辅导班
的老师都是在职教师，大
部分都有好几年的教学经

验。当记者提出辅导老师
是否真的是在职教师时，
这名工作人员给予了肯定
的回答，而当记者询问具
体的授课老师叫什么名字
及索要教师名单时却遭到
了拒绝。对方称他们只告
诉家长老师姓什么，具体
姓名及任职的学校则不方
便透露。而当记者准备进教
室“试听”时，该工作人员称

现在不能进教室，下午带着
孩子来才能试听。

记者采访期间，恰逢遇
到一位新三年级的家长前
来咨询。该家长告诉记者，
由于孩子放假没人管，所以
他只能找个辅导班看一下
孩子，同时让孩子提前预习
一下课程。孩子上辅导班，
重要的就是授课老师的水
平，老师讲得不好，不仅是

浪费培训费，更是浪费孩子
的时间。这位家长说，由于
在职老师不能在假期里有
偿补课，所以现在辅导班招
生对老师的信息都警惕性
很高，绝大多数只透露授课
老师姓什么，具体叫什么名
字等其他具体信息通常保
密，对于老师的教学质量，
他们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

“在职老师”信息保密

本报枣庄7月11日讯(记
者 杨霄) 小学毕业生开
始了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
许多小学生的暑假被安排
上满满的日程，有学生坦言

“暑假补课比上学还累”。
“人家都在补课，咱不

学不就落后了？”市民刘女
士说，她的儿子在文化路小
学，今年刚毕业。其实她也
不想让孩子这么累，但是为
了防止孩子掉队，一放假就
给儿子报了初一英语和数
学，上课时间分别是下午和
上午。“这时候等于充电，可
不能松懈，初中英语和数学
基础一定要打好。我想好
了，等到他上了中学，我还
得 给 他 报 一 个 日 常 补 习
班。”

市中区某小学的李老
师表示，社会上很多暑期辅
导班主要是以盈利为目的，
一上就半天这种短期、高强
度的学习方式是违反教学
规律的。学生可以集中精力
的时间是有限的，将新的知
识点只是在短期内集中过
一遍，效果有可能还不如在
家自学。

格听听孩子的心声

暑假补课

比上学还累

声称有在职老师上课，但姓甚名谁却不透露

辅导班“在职老师”挺神秘
本报记者 李婷婷

“我们辅导班由在职老师代课，保证教学质量。”近日记者发现，暑假期间很多暑期辅导中心的宣传单上，在职老师授授
课成了招生的噱头。记者暗访发现，许多辅导班对老师的信息都很警惕，绝大多数只透露授课老师的姓，但不说名字。。

本报枣庄7月11日讯(记
者 赵艳虹 ) 连日的高温
酷热天气让不少市民大呼

“吃不消”，10日11时50分发布
的高温黄色预警没在市民的
期盼下解除。预计，本周末会
迎来一次降雨过程，想要清
爽还得熬两天。

“小暑”节气到来后，枣
庄天气表现得一直很“出
色”，热浪一浪高过一浪，勤
快的太阳早出晚归，恨不得
帮月亮值班。持续的高温闷
热天气，俨然把市区变成了
一个巨大的蒸笼，大街小巷
的人流骤然减少，绿荫下、楼
底下等阴凉地方随处可见纳
凉的市民，骑电动车的市民
纷纷在车头装上了遮阳伞。
据悉，从本周开始，枣庄各区
市温度一直保持在 3 5℃左
右，11日甚有突破36℃的状
况，预计本周周六之前，枣庄
的“热度”只增不减，到了周
日才会盼来降温、降雨天气。

据枣庄市气象台工作人
员分析，其实35℃的温度并

不是很高，市民感到酷热不
堪的原因在于湿度高，闷热
的原因就在于此。空气湿度
偏大，就会使汗液不能充分
挥发，附着在皮肤表面，使人
感到很难受。而且出现高温
的这些天，日最低气温甚至
达到27℃。由于日最低气温
一般出现在后半夜，日最低
气温过高，夜间睡眠就会受
到影响，使得睡眠质量下降，
从而降低了人体抵抗高温的
能力。

预计今年第7号超强台
风“苏力”，将在本周末缓解
枣庄高温天气，工作人员称，
如果预计的“苏力”路径不发
生偏差，周末将会带来雨量
较大的降雨过程。

预报11日夜间到12日枣
庄市天气多云，最低温度
27℃、最高温度36℃，南风3

至4级；13日枣庄市天气多云
转阴，最低温度27℃、最高温
度35℃，有微风；14日枣庄市
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6℃、最
高温度31℃，有微风。

第7号超强台风“苏力”将带来降雨过程

这闷热天周日有望缓解
世界人口日

北庄镇在行动

本报枣庄7月11日讯(记者
杨霄 见习记者 韩微)

自7月9日起，“枣庄银行幸福
杯”齐鲁晚报天天向上暑期售
报营销秀开始接受报名，截至
目前，已有100多名中小学生
报名参加，还没加入的大中小
学生们赶快报名吧！

自报名启动以来，每天
都有中小学生和学生家长拨
打本报报名热线，咨询报名

相关事宜。本次报名仍然需
要参赛学生提供真实的个人
信息，因此，报名确认时需提
供户口本或由家长陪同，以确
认学生参加活动已征得了父
母的同意，在校大学生凭本人
身份证或学生证即可报名。

一位陈姓家长说，自己
的孩子即将上初一，这个暑
假还没有想好怎么计划，正
好看到了齐鲁晚报的暑假营

销秀，就赶紧来给孩子报名
了，刚开始家里的老人还不
同意，怕晒着孩子，还说家里
又不是没钱干嘛让孩子受那
个罪。但是自己就是觉得现
在的孩子太娇气，平时一家
人宠着，不知道挣钱的辛苦，
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孩子
明白生活的不易，更有利于
孩子良好性格的养成，而且
就在市区离家又近。“家里人

也有时间一起参与，还能加
强与孩子的交流沟通，一举
多得呢。”

一位住在峄城区的学生
为了能参加营销秀，专门到市
中区的亲戚家等候活动启动。

“去年看到报纸上活动开始的
时候就很想参加，于是今年一
听到开始报名的消息，我表哥
就告诉我了，我专门到姑姑家
等着，希望今年不要错过了。”

市中区光明路小学的多名小
学生在电话中表示，将会和同
学们结伴前来报名。“去年我
也参加了，没有取得名次，觉
得有些不甘心。今年有经验
了，和同学一起来比试比试，
争取拿到前三名。”三年级学
生小宇说。

今年的营销秀计划于7月
中下旬启动，活动规则仍然为
活动当天本报将赠送所有成

员每人20份当天的齐鲁晚报，
价值10元，经过成员营销后收
入全部归己，并作为个人“创
业启动资金”。之后，成员可以
利用“启动资金”根据自己的
能力购买齐鲁晚报，再次销
售。每天根据参赛者营销量，
排出营销明星榜。

活 动 报 名 热 线 ；
18863261506(枣庄)，18863261510
(滕州)。

光明广场内，一市民在树荫下纳凉。 本报记者 赵艳虹 摄

本报枣庄7月11日讯(见
习记者 韩微 通讯员
任衍华 褚召亮) 近日，北
庄镇以“7·11”世界人口日为
契机，积极展开计划生育宣
教活动，北庄计生办利用筹
备专款，以少花费，高成效
为目的进行了“7·11”世界人
口日文艺汇演，让群众在娱
乐的同时了解优生优育常
识。

活动中，北庄计生办向
育龄妇女发放计划生育宣
传漫画、宣传手册以及服务
手册办理明白纸等宣传品
200余份，并针对人群流动性
较强区域设立优生优育健
康指导服务站及宣传资料、
药具发放台，赢得了广大群
众一致好评。

在徐洼村为表彰先进，
召开的村民自治兑现会中，
主要对维护和支持计划生
育家庭以及独生子女户给
于了表彰奖励，并评选出计
划生育模范家庭，村民自治
已形成了群众“自我教育，
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的良好工作格局。

北庄村为感谢老党员、
老干部长久以来对计划生
育工作的支持，特意为他们
举办了象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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