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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即将到来，书法班、舞蹈班、寒假辅导班等宣传单已扑面而
来……而对于是否在寒假给孩子报培训班，家长们也各有看法。 同
时，相关人士建议，报班以孩子兴趣为主，切莫给孩子“
加压”。

教 育 短 波

达川中学
以情景化教学法助力英语教学

寒假将至 培训市场升温
寒假培训班火热招生

近日， 记者在达城一些学校校门
口看到，学生家长队伍中，各类寒假辅
导班和艺术类培训班的宣传人员抱着
宣传单来回穿梭， 将招生广告递到学
生家长手中。

记者发现， 这些辅导培训机构招
生班中，艺术类培训班较多，包括美术
班、书法班、舞蹈班等。 一培训机构招
生人员介绍， 两三个星期前就有家长
打电话和上门咨询。“寒假时间较短，
不少家长认为， 孩子在短时间内学习
其他的，效果不大，所以大部分家长都
是给孩子报的艺术类兴趣班。 ”该工作
人员说。
“我们这里可以免费体验一天，体
验后再选择是否报名。 ”一家培训机构
工作人员说， 他们主要开设艺术类兴
趣班，一个月前就有学生陆续报名。

报不报班家长观点不一
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会给孩
子报辅导班，即便寒假短暂，但还是
希望孩子能够趁着这段时间多学点
东西。 家长蒋女士告诉记者，原本她
不打算给孩子报兴趣班，想让孩子度
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寒假，但听说孩子
的不少同学都报了寒假兴趣班，她就
急了，也打算给孩子报个兴趣班，“别
人家的孩子都在培训，我不能让她除
了学习什么都不会。 ”
记者发现，跟蒋女士有同样想法
的家长还有很多， 每年的寒暑假，他
们都会给孩子选报一两个辅导培训
班。 不少家长表示，平时工作忙，寒暑
假孩子在家没人管，作业写完了就会

一直上网，还不如给孩子报个班，这样
既有人管，还能学到新东西。
当然， 也有一些家长并不赞成给
孩子寒假报班。“
报培训班也上不了几
天课， 还不如让孩子轻轻松松地过个
开心年！ ”家长王先生说，虽然暑假会
给儿子报培训班， 但今年寒假想让孩
子好好地放松一下。“
孩子平常上课挺
辛苦的， 想趁着假期带孩子出去多转
转，增长见闻也是不错的。 ”
 一些家长表示， 孩子平常学习已
经很累了， 如果再给孩子报辅导培训
班，会给孩子增加不少压力，因此他们
选择不报班， 让孩子度过一个快乐轻
松的假期。

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意愿
寒假到底给不给孩子报班？ 通川
区某小学吴老师表示并不提倡。 他认
为，无论是假期还是平时报班，都要
因人而异，对于那些主动性强、自愿
去学习的孩子，借假期补课能有不小
收获， 但对于那些主动性差的孩子，
往往是在家长的逼迫下学习，虽然会
去上课，其实并没有从中获取多少知
识。 如果家长在为孩子报辅导班之前
没有与孩子进行充分沟通，还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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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逆反心理， 甚至造成亲子关系
的对立。因此，家长为孩子报辅导培训
班，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意愿。
同时， 教育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寒假期间，学生家长应让孩子劳逸
结合，报辅导培训班莫给孩子“加压”。
此外，家长在选择培训机构时，应选择
在教育部门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
照以及具备办理证照条件的校外培训
（文扬）
机构，切勿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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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达川中学举行市级课题《情景教学法在
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开题论证会暨观摩会。
张琪校长代表达川中学对课题研究做了表态性、总结性
发言。 他对各位专家给予该课题研究的示范引领表示感谢，
并对课题报告撰写中存在的技术性、理论性问题进行了详细
梳理，提出了针对性修改措施。他指出，达川中学历来重视课
题研究工作，通过扎实有效地推进课题研究，不断为教师的
专业化成长提供广阔空间，从而促使教师不断适应新课改的
发展需要，有序推进新课程改革，并服务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他要求课题组成员通过本课题研究，要形成达川中学自己的
《情景教学法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校本课程。 另
外，2018 年秋季，达川中学 40 个校级微课题已经立项，这些
课题来自中学教育阶段的 12 个学科，真正实现了微课题研
究的学科全覆盖。
整个论证会持续了 3 个多小时， 专家们的指导高屋建
瓴，为课题组的后续研究工作明确了方向、重难点，厘清了研
究疑惑，也为达川中学的科研立校指明了方向，以助推达川
（刘瑞 杨华）
中学教学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
创办少年军校 培育优秀少年
本报讯 近年来，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校以培根生长
教育为引领，以少年军校为载体，坚持“以军强体、以军益
智、以军审美”，不断创新特色育人模式。
营造军校氛围。 校内打造国防军事墙，张贴将军及小英
雄事迹，校园广播之声开设
“
军事播报”栏目，大课间活动练
习队列队形。 教室内张贴国旗，坚持每天升旗，培养学生爱
国主义情怀。
开展军校活动。 为培养学生
“勇敢有序、顽强拼搏”的精
神，学校社团活动中开设了军体拳、旗语、跆拳道等军事类
社团，社团定期进行汇报表演；每学期组织学生走进军营，
体验军人生活；开展队列队形比赛，展示小军人风采；成立
小军人示范岗，在校内树榜样；将军故居、走进红色文化陈
列馆，了解将军事迹，传承革命精神。 学校还选拔了一批优
秀的小小解说员到张爱萍故居为游客讲解革命故事、 伟人
事迹。
开设军校课程。 请进校：国防知识进课堂，增强学生爱
国情怀， 学校每月邀请警官到校， 为学生上一堂国防知识
课。 走出校： 定期组织学生到达州市军事训练基地参观学
习；少年军校入学教育，训练学生坐、立、行，少年军校七大
有序礼仪，将军人气质深入到学生日常，让学生在学习生活
中讲礼仪、守秩序。
（张雨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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