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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外补习机构有点过分的
时间：5月2日 出处：晚报教育小学群

昕妈--8：孩子补习
的地方，试卷考试学生做
错了，老师拿修正液涂改，
然后告诉学生答案，然后
就说学生提高快的

七年级豆：那不是骗
人嘛

昕妈--8：被我发现
后我们就退了剩下的钞票

昕妈--8：而且给我
儿子补英语的老师就是大
学生

承妈一 8：还有这样
的啊

七年级豆：那效果好
吗

昕妈--8：效果好我
会退钱吗

昕妈--8：我们那个
时候补的三门，一天六个
小时，你算算一个暑假多
少钱

承 妈 一 8：补 这 么
多？他倒肯退款的啊

昕妈--8：剩下的课
时啊

铃 兰 - 9：幸 好 你 仔

细，马虎的家长发现不了
其中的情况

昕妈--8：我也是暑
假要结束才发现，英语老
师我一直怀疑没有证据，
后来我们退款完之后问人
家的，人家告诉我们的

昕妈--8：要补课最
好找熟悉的老师，有些机
构不可信

手工皂酵素 8 年：补
课确实要找个好老师

承妈一 8：孩子内向
又不肯主动请教

昕妈--8：孩子内向
的话机构更不能去

承妈一 8：我想一对
一就有针对性了

昕妈--8：哪也要你
能够遇到好老师

承妈一8：对，这是重点
毅~6：现在小孩念书

一个字：钱
毅~6：其他补习机构

呢？
昕妈--8：都要带个

心眼的

，晚报教育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59670954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

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

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

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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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有多少孩子会记得给妈妈祝福？

李阳英语来了
报名领票热线：88066268 13861290800
还将赠送小学（初中）英语速成一书

李阳疯狂英语创始人，英语教育和家庭教育专家。
李阳老师携30年实践疯狂英语的教育经验，回报家乡
人！5月17日活动当天，李阳老师亲自告诉您：

【孩子主题】快速学好英语的终极秘密
—— 十秒背单词、一分钟学语法。一个月快速

提高成绩
【父母主题】如何做世界上最优秀的父母
—— 全球 20 多个发达国家家庭教育经验的全

面总结
本次活动完全免费公益哦，一次报名可以全家一

起使用（学生和家长，尤其欢迎父母双方参加）
★ 这不仅仅是一次英语演讲，而是集家庭教育、

励志教育和感恩教育为一体的极有价值的人生课堂！
时间：5月17日(周二) 19∶00～21∶00
地点：新北区万豪大酒店三楼宴会厅

55 月月 88 日日是一年一度的母亲是一年一度的母亲
节节，，每个妈妈都希望孩子能在这每个妈妈都希望孩子能在这
天天，，跟自己说声跟自己说声““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不不
过过，，日前记者在网上看到一个针日前记者在网上看到一个针
对母亲节所做的调查对母亲节所做的调查，，仅七成受仅七成受
访者记得妈妈生日访者记得妈妈生日。。

即将来临的母亲节即将来临的母亲节，，多少孩多少孩
子会记得这个节日子会记得这个节日？？又有多少孩又有多少孩
子会在这个节日子会在这个节日，，跟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的妈妈
说声节日快乐说声节日快乐？？他们会送些什么他们会送些什么
礼物给妈妈呢礼物给妈妈呢？？请看记者在晚报请看记者在晚报
教育群所做的调查教育群所做的调查。。

常州晚报名师讲堂本周日上午开讲：

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对策与行为训练
本报讯 在4月17日开班的“常

报学习力培训班”上，心理专家让家
长们说说孩子的情况，妈妈们开始
了集体“吐槽”：“我孩子学习拖拉，
注意力不集中。”“我家除了学习其
他都挺好，就是学习不肯花功夫。”

“看到有家长说，孩子其他方
面都好，就是学习不好，我感到很
可惜，为什么家长不能多肯定孩子
的‘其他方面’，而非要盯着学习
呢？孩子愿意每天晚上跟你说晚
安，会做饭，有经商头脑，这些都是
难能可贵的！”常州晚报名师讲堂
特聘心理专家方教授认为，家长要
学着换个角度看孩子，成绩不是孩
子成长最重要的部分，眼睛只盯着
成绩，成绩反而会变差。

“我们不要把成人成熟的社会
性强加给孩子，而要学着欣赏孩子
的自然灵性。面对青春期的孩子，
家长要学着把话语权交给孩子，学
会倾听，在孩子碰到困难发愁时，让
他知道‘爸爸妈妈都爱你。”方教授
还特别提醒，妈妈太过强势，对孩子
的成长不利，要学会“适当示弱”。

孩子的个性、行为习惯等都深
深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及健康
成长，成长过程中许多问题又有着
家庭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父母在
家庭教育中该如何正确扮演角
色？孩子的心理行为如何解读？
如何对孩子的行为进行正确引
导？怎样更有效地教育孩子？本
周日上午，本报名师讲堂将邀请常

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心首
席咨询专家赵世俊为家长们支招。

（高剑英）
时间：5月8日（周日）

上午9∶00～10∶30
地点：常州日报社6楼会议室
对象：小学 3～6 年级学生的

父母，限 20 组。（为了保证讲座效
果，每组家庭必须父母共同参加，
不带孩子）

报名方式：
1. 微信报名：加微信公众号

“CZDYSX”，发送“名师讲堂+孩
子姓名+年级+联系方式”，并附上
一条您最希望得到解答的问题。

2.电话报名：88066263
13861290800

“你们孩子知道母亲节吗？母
亲节会给您送祝福还是礼物吗？”
日前，记者在晚报教育幼儿群、小
学群、初中群和高中群抛出这个话
题后，立马得到许多家长的回应。

“ 寒 寒 妈 ”是 第 一 个 回 的 家
长。寒寒第一次知道母亲节是在
幼儿园，从此每年都会在母亲节
给妈妈祝福。“二年级悦爸”“颖颖

妈”“妞妞-中班”“董妈-七”等家
的孩子也都“记得”，当然，也有孩
子不知道的，如“旸旸-高二”专门
问了下孩子，说儿子不知道母亲
节。

记者又在晚报各教育群随机
向 50 多位家长发出问题，有 38 位
家长最终回了，其中回答“记得”的
家长占 80%。同时，小学群和初

中群的“记得”比例，明显比高中群
要高一些。

谈到“孩子第一次怎么知道母
亲节的”，多数孩子都是老师在课
堂上说了后知道的，而且大部分学
校的老师，到了母亲节前会在班里
提醒一下。有些则是爸爸会提醒
孩子，在母亲节那天祝妈妈节日快
乐。

母亲节，你会收到孩子送的什
么礼物？群里的家长们回答不一。
就一句“节日快乐”的祝福也不寒碜，
用心点的孩子会自己做个贺卡，大一
点的孩子，像到了初中甚至高中的，
就有的会用零花钱买贺卡，甚至会买
束花（多数在爸爸的支持下）。

“二年级悦爸”家是女儿，自从
幼儿园知道母亲节后，每年都会在

节日做个手工的贺卡给妈妈，和妈
妈说声“节日快乐”，简简单单的过
个母亲节。而且，女儿“偶尔”还记
得父亲节，也让悦爸开心不已。

“寒寒妈”有个贴心的儿子，现
在上初中的他，“母亲节祝福”已经
坚持了8年。刚开始儿子是自己做
贺卡给妈妈，这两年改成用压岁钱
买贺卡。而且不光是“母亲节”，“父

亲节”、父母亲的生日，儿子都会买
一些小礼物，让他们心里暖暖的。

除了贺卡和祝福，幼儿园小朋
友反而有更“创意”的礼物。“乖乖-
阳光大班”在群里说，“我们家一直
在攒钱，说要请我去公园划船，结果
昨天出去玩，零钱变成了负数”。而

“妞妞-中班”则说，“我女儿反的，
‘母亲节’要我买个东西送给她的。”

孩子不记得母亲节，在许多家
长看来，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晚
报教育群里就有妈妈觉得孩子还
太小，这样要求孩子是不是太教条
了。还有的妈妈一心只为儿女付
出，到了母亲节的时候还觉得不好
意思，担心孩子会有负担等等。

二实小的邵沪杰老师认为，
“母亲节”的意义在于让孩子有机
会体悟母亲的关爱，并且向母亲表

达感激之情。“其实，要孩子记住母
亲节，不仅仅是提醒孩子感激母
亲，更是对孩子进行品德培养，一
个让孩子感受爱、并且教会孩子回
报爱的家庭环境才是真正优质
的。”

邵沪杰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学
校会用课堂引导的方式，让孩子记
住母亲节。“我们在二年级孩子们
学习孟郊《游子吟》的课上，会让孩

子们理解到热爱母亲、不忘母恩，
很值得我们学习！老师接着会问：
那我们怎么学？学什么呢？老师
顺势说道：你们知道 5 月的第二个
星期日是什么日子吗？是母亲节，
是一个感谢母亲的节日。”之后，老
师会因此引导孩子，用各自有创意
的活动，来陪妈妈过一个有意思的
母亲节。

陶新峰 文 吴恺 制图

80%的受访家长称自己的孩子记得1

自制贺卡、一句祝福，就能让妈妈很高兴2

让孩子学会感恩，“母亲节”是个好机会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