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伟

阅读是母语学习的核心，是亲近
母语研究的起点。没有阅读，孩子的
倾听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是不可能提
高的，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文字。阅读
力就是学习力。一个孩子只有从儿童
时期开始培养阅读的兴趣与习惯，才
能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小学生课内
学习的知识单一，课外阅读不但拓展
学生的视野，还能有益学生的身心健
康发展，做到“不出门知天下事”。因
此，教师在语文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
良好的阅读习惯，对全面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教学中，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了尝试。一是培养学生爱阅读的
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
有当学生有了阅读的兴趣，才会主动
阅读，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最开始
阅读时，低年级学生会因为文字障碍

使阅读不流畅。这时需要老师及家
长以领读、讲故事等形式，培养学生
的阅读兴趣。并鼓励孩子慢慢走向
独立阅读。

二是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针对
小学生自制能力差的特点，教师或家
长应该为孩子创设一个安静、舒适的
环境，让孩子能更轻松、更透彻地阅
读。营造阅读氛围，还可以设立班级
图书角。虽然在班级中设立图书角，
是一个很老土的办法了，但针对农村
学校的学生没有专门的阅览室，图书
室的书籍难以更新、同步的情况，它仍
不失为一个有效阅读的做法。

除此之外教师和家长还要保障孩
子课外阅读时间。课外阅读的时间主
要在课后，我们教师应注意平时的作
业量，减少不必要的机械重复的低效
作业，把孩子的时间释放到大量的课
外阅读中去。在语文课时日益减少
的情况下，怎样抽出时间来指导学生

进行课外阅读呢？我觉得这就需要
教师进一步转变教学观念，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挤出时间进行课外阅读的
指导和交流。如每节课开头5分钟可
进行国学诵读；每周用一节早自习课
进行读书心得交流、好书推荐等活动。

三是养成自由批注的习惯，做到真
心流露。自由批注有利于促进学生思
维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形成独立的思
想、自主的精神，有利于学生个性和人
格的形成与发展。自由批注，既可以欣
赏，也可以提出质疑；学生可以发表自
己的见解，可以品位语言，也可以补充、
挑刺，还可以展开想象、续写情节。

我们班的学生在二年级时，我就
有意识地培养他们这种习惯，最开始
要他们把自己认为写得精彩的地方用
不同的符号划下来。到了三四年级
时，他们就能在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
写下其精彩的原因，五年级时我就要
他们学着写下自己的不同见解，或是

指出不足之处，并提出自己的修改建
议。我布置学生阅读《“凤辣子”初见
林黛玉》时，很多学生读到“凤辣子”的
外貌、动作、语言时，他们的见解就精
彩纷呈了，有的在旁边写下“凤辣子”
阿谀奉承，有的则认为“凤辣子”是一
个很了不起的心理学专家。

四是指导阅读文笔精华，为我所
用。“为我所用”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引
用。引用是一种常见的写作方法，学
生在写作时能够巧妙地引用，能增添
文章的文采，增强文章的表达效果，丰
富文章的文化底蕴；二是仿写。大凡
技能的获得总离不开模仿，对于学生
写作文来说也是如此，能把课内外学
到的写作知识转化为自己的写作能
力，从中得到写作的要领，这本身就是
一种成长。

五是注重群文阅读教学。群文阅
读教学，是教师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指
导学生阅读相关联的多篇文章。群文

阅读教学是教学拓展的一种新形式，
更关注学生的阅读数量与速度，对全
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从三年级
开始，每个单元选编了一篇略读课
文，到了五、六年级每个单元选编了
两篇略读课文，并在《教师教学用书》
中再三强调略读课文“理解内容的要
求要低于精读课文”“主要靠学生运
用在精读课文中获得的知识与方法，
自己把课文读懂”。为了更好地体现
略读课文的编写意图，我们可以采用
群文阅读的方式教略读课文。如教
学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略读课文《刷子
李》时，我们可以让学生先读课文，再
泛读《俗人奇事》中的文章《泥人张》
《张大力》《苏七块》等，在大量阅读中
充分感受冯骥才笔下的人物形象，体
会描写人物的方法，以一篇带多篇，
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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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激烈的竞争下，许多家
长和孩子不得不加入课外兴趣班的

“大军”，但对于目前市场存在的一
些问题，家长也有自己的看法。有
家长表示，许多培训班的场地狭小，
安全问题一直让人揪心，“很多课外
兴趣班挤在一个楼里，如果发生火
灾什么的，怎么办？”有家长担忧地
说。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有着
巨大的需求，近几年海口的课外兴
趣班市场非常火爆，每个月都会有
一两家新的机构冒出来，然而，这些
打着正规旗号的兴趣班学校很多根
本没有任何手续。

对于目前兴趣班市场存在的诸
多问题，海口美兰区教育局相关人
士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培训班、艺
术班等民办教学培训机构都要求在
县区一级教育局登记备案，培训机
构向县区教育局提供消防部门的安
全审验手续、住建部门的建筑安全
审验手续、培训机构办学章程、场地
面积、职工教学资质等相关手续，县
区教育局审核通过后，向培训机构
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随后
还需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一旦发
现“无证办学”等情况，主管教育部
门会立即查处。

师资良莠不齐 收费雾里看花

高价兴趣班，谁的兴趣？
■ 本报记者 侯赛

家长望子成龙的迫切愿望，使得各种课外兴趣班一直以来异常火爆。然而面对琳琅满目、良莠不齐的各类课外兴趣班，许多家长也
心存疑虑。价格不菲的课外兴趣班水平高，还是水分大？到底都靠不靠谱？对此，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究竟要不要上兴趣班？对此，
家住海口的孙女士态度很坚决：“现
在哪有不上的，人家都上，自己孩子
要是不上，不就落后了嘛！”她的孩
子虽然只有三岁半，但已经上了一
年的舞蹈课，半年的绘画课、钢琴课
和轮滑课。最近，她打算给孩子增
加一个口才演讲班。

“也不是希望孩子成名成家，
就是广泛培养一下孩子的兴趣，

陶冶陶冶性情，别长大了啥也不
会。”身为两个孩子妈妈的夏女士
说。

“不上吧，觉得别人都上，怕孩
子以后埋怨我；上吧，又觉得耽误孩
子玩的时间。孩子这么早就上这个
课，那个班的，怪可怜。”80后妈妈王
亦可道出了很多父母左右为难的纠
结心情。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时下火热

的暑假课外兴趣班有各种让人眼
花缭乱的课程：国学、科技、外语、
舞蹈、奥数、美术、演讲、各种乐器
等，不同类型下又涵盖多达 10至
20 种的细化课程，比如仅美术一
项就包含创意美术、亲子美术、手
工黏土、儿童画等多种课程，每种
课程再按照不同年龄和基础分为
启蒙、初级、一级、二级等类别，相
同的课程还有不同的老师和不同

的授课时间。
有的家长感慨：要想给孩子做

个正确的选择还真是不易啊！于
是，很多家长索性抱着“看看再说”
的态度多报几个，或是随大流，哪个
报的人多报哪个。

在海口一所小学任教的肖老师
告诉记者，其任教的班上80%以上
的孩子都报了课外兴趣班，而且，大
部分孩子选择两门以上的兴趣班。

少则几百，多则上万的兴趣班
费用，也成为家长们一笔重要的开
支。记者遇见夏女士时，她正在某
兴趣班教室外等孩子下课，得知记
者想了解孩子报班情况，她不好意
思地笑了：“我说你可能不信，我孩
子现在报了4个班，暑假时上6个
班。”

夏女士算了一下，两年下来，用
于给女儿报课外兴趣班的钱就有6

万元左右。“我在银行工作，他爸爸
是公务员，我和女儿说，只要你感兴
趣，爸爸妈妈也会尽力让你上培训
班。”夏女士说。

家住海口海甸岛的一位妈妈也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16年，她给正
在上四年级的女儿报了古筝、美术、
游泳等兴趣班，仅培训费就交了近2
万元。“自己看到这个数字也吓了一
跳，没想到一年下来花了这么多

钱！”同样是在海口，还有些家长为
孩子报的“高端英语班”，一次性就
要缴纳费用三四万元。

在海口的几家培训机构里，记
者了解到，乐器类培训的费用在各
类课外兴趣班中相对较高，其中钢
琴课尤甚。一个5周岁的儿童从零
开始学习，每节课收费 100—200
元，每周上一至两节课，古筝课一
对一单独培训每节课收费也需100

多元，而相对热门的英语、舞蹈、跆
拳道等每次授课也在50—90元不
等。

对于给孩子报班的成本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无论来自工薪阶层
还是生活富足的家庭，只要觉得对
孩子有用，家长们也都表示可以接
受，有的更是直接表示：“只要孩子
能学到一技之长，砸锅卖铁也要让
孩子上。”

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的兴趣班
如雨后春笋般扎堆出现。记者走访
调查发现，仅海口海甸岛就有不下
30家课外兴趣班机构，有的方圆百
米之内，就有四五个课外培训机构。

而同类型的兴趣班收费差距也
不小。昂贵的兴趣班是水平真高？
还是水分太大？不少家长质疑兴趣
班的收费是否合理。

就拿比较热门的跆拳道举例。
据了解，海口有几十家道馆，有的一
年收费上万元，有的却只有千元不

到。比如国贸京华城的一家道馆一
年就收费上万，而在海甸岛，某跆拳
道馆收费一年在3000元左右。

为什么同类兴趣班价格相差如
此之大？海口跆拳道教练王斌认
为，不同地段租金成本不同、装修以
及服务水平不一样，导致培训班价
格上存在巨大差异。“国贸地段的商
铺动辄月租金五六万，高租金毫无
疑问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有的高
质量兴趣班在师资培训方面投入很
大，因此也在价格上体现出来。”

“相比北上广的大城市，同等水
平的课外兴趣班，海南已经便宜很
多了。”王斌告诉记者，课外兴趣班
的收费都是市场说话，高品质的课
外班收费自然不菲。当然，也有的
兴趣班本身没有好的硬件设施，办
学质量差，于是以低价来吸引顾客。

“租个场地当教室，找个毕业生
当老师，摆张桌子就开始收费。”王
斌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在海口的
课外兴趣班市场并不罕见。庞大的
市场需求，行业门槛低，让许多课外

兴趣班培训机构以低价笼络消费
者。

海口市民何益森送孩子参加英
语口才班半年多，直到现在他孩子
的英语发音还是不标准。“本来是由
一个美国教师教的，结果这个教师
只上了两节课就走了，换成了一个
刚毕业的大学生教，一个懂英语的
朋友说这个老师发音不标准，因此
造成孩子发音也不准确。”何先生
说，后来他再没有让孩子在这家英
语机构继续学习。

暑假补课别补坏了孩子
■ 张成林

近日，家住南京的王先生报警称，10 岁大的
女儿在小区内差点被绑架。警方经调查后发现，
原来这是王先生的女儿撒谎上演的一出闹剧，原
因竟是为了逃避补课。这起“绑架案”让人们虚惊
一场的同时，再一次将舆论焦点对准了各类补习
班。暑假期间，全国不少地方严刹补习乱象，但禁
令之下依然需求旺盛，补习班禁而不绝。

课外辅导，原本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补充，然
而，当前却大有鸠占鹊巢、喧宾夺主之势。家长，
为了孩子的成绩、未来，不惜重金报各类班，丝毫
不顾及其是否合规合法；学校教师，大多不反对，
甚至不少还主动办起了班；辅导机构，更是对生源
求之若渴，不惜夸大事实做虚假广告。而只有孩
子对补习班咬牙切齿，但左右他顾却求助无门。
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孩子的身和心。

不过，孩子也有自我意识，10 岁女孩撒谎报
警的做法，正是对家长强制补课行为的间接反
对。事实上，直接反对的也已有发生，今年年初，
重庆一9岁男孩，因不想上补习班，报警称遭“家
暴”。孩子们已通过诸多过激言行表明了对补习
班的态度。可是，家长们依然视而不见，依旧按照
自己的心意对孩子进行“剪裁”，用自以为是的关
心对孩子进行“拔高”。

因此，孩子虽没有被外人绑架，但却被自己的
爸妈“绑架”了。

可有些爸妈会说，我也不想苦孩子，但成绩提
不上去啊！事实上，成绩提不上去，不在于孩子看
了多少书、做了多少题，而在于是否掌握了有效的
学习方法，而学习方法能否见效，归根结底，在于
孩子有没有形成自律的学习习惯。纵观当前的补
习班，大多是内容上的就事论事，鲜有学习方法、
学习习惯的系统培养。

基于此，对于报补习班，家长们要少一些自以
为是、盲目跟从，要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多跟老师
进行沟通、交流，尤其重要的是，要教育引导孩子
养成有规划、有目的的学习习惯。当孩子的学习
习惯一旦养成，便会形成“不令而行”的学习自觉，
这时，其对自己的成绩就会比家长还要操心。既
提高了自理能力，又提高了学习成绩，这样的学习
效果无疑大大强过被动补习。

就教育学习来看，孩子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家长的责任在于引导，而不是肆意插手。试想，
倘若孩子们只能通过说谎或者过激言行来主张
自己的权益，那么，我们的教育未免太过残忍，
这显然也有违教育初衷。基于此，我们不能对
孩子的呼声、权益视而不见，必须对当前的强制
补习进行深刻反思，为孩子卸下沉重的负担以
便让其轻装前行。

北大海洋研究院调研团
到访海师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曾丽芹）8月10
日上午，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调研团一行到访海
南师范大学。

据了解，北京大学针对国家“海洋强国”建设
需求，于2013年12月成立了北京大学海洋研究
院。该院采用新体制、新机制，致力于大学改革和
科技体制创新，是北京大学在海洋领域唯一的、独
立的校级实体科研机构，统一负责全校海洋学科
的规划协调和海洋产业及相关领域的对外合作工
作。2014年5月，海南省政府与北京大学签署省
校合作协议，其中，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就是双方
重点建设平台与合作载体。

座谈中，双方探讨了在智库交流合作、协同
创新研究、项目培训等方面的合作潜力，特别是
重点开展东南亚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区域研究
等领域合作。

师说心语

我省统计适龄残疾儿童
少年受教育数据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云慧明）为准确
掌握我省3至17周岁已入学及未入学适龄残疾
儿童少年数据，省教育厅、省残联近日决定对相关
数据进行统计。

根据要求，本次统计分学前教育和义务教
育学段进行，其中学前教育年龄段为3至 5周
岁、义务教育年龄段为6至17周岁。每个年龄
段都有已入学、未入学两种调查统计表和花名
册表。

此次统计数据对我省落实第二期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2017-2020年），对能否完成国家要
求到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
学率达到95%以上的指标具有重要意义。省教
育厅、省残联要求，各级教育部门和残联要高度
重视，充分调动片区学校、村（居）委会以及各区
域分管残疾人工作的专职委员做好统计收集工
作。在统计过程中，教育部门要主动对接残联部
门，结合此次统计工作，推进控辍保学工作和教
育精准脱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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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浅谈小学生课外阅读

眼花缭乱 选兴趣班像逛淘宝

价格不菲 为孩子不惜花重金

扎堆办班 办学水平参差不齐

手续不全
无证办学将被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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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班”丰富孩子的暑假
生活。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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