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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家教义务
诊断

，晚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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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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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生家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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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家长群!

("#&)"(*

初中生家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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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家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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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时间!本周一

出处!晚报初中群

帮孩子报了补习班
把我当敌人了

,-./

妈
0!

!大家有给小孩在外面

报文化课的辅导班吗"

盛妈
&

!我家报了 #因为成绩不

来势

自在
0!

!我家没报#因为孩子不

肯上

盛妈
&

!我家也不肯 #给我脸色

了#就这个星期心情好了#他好我也

好#他不开心全家不开心

安之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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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都是假的#最

主要还是孩子要肯配合学的

飞舞
32

年级! 报辅导班上与不

上#其实就是父母心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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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0!

!我家在家有时间就喜

欢看小说# 想让她提高一下也不肯#

她最不愿没征得她的同意就给她安

排

盛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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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个 #我骗他是老师

要求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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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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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回来就发脾气#

青春期的孩子

盛妈
&

! 就是给脸色你看的为$

星期五他要宵夜#我烧给他吃#他留

给他爸爸吃点# 也不愿意给我尝尝$

原因就是妈妈给他报了补习班

飞舞
32

年级!敌人勒

洋洋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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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星期六上午也去

上数学了#老师帮补的#也不知道多

少钱#一开始还以为是免费的$

盛妈
&

!证明老师重视你家的

洋洋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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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全班自愿报名#

我女儿比较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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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老师吗" 不会要钱

的

洋洋妈
0&

!是自己老师#同学都

说是免费的

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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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周六也是自己学校

老师上课#提优#不收钱

名师诊断!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习上遇到

困惑# 可以把孩子的情况告诉我

们# 我们为您约请名校一线教师#

进行一次免费一对一辅导#名师将

对孩子的学习状态作出精准判断#

并给孩子提供有针对性的学习建

议#帮助孩子走出学业困境$

预约方式有两种!电话预约请

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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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加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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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

中考前提分，靠校外补课和题海战？
名师：手头资料完全够用，改好错题更重要

时间!上周日

地点!常报教育培训工作室

诊断科目!初三数学

诊断名师! 中学高级教师#

湖塘实验中学吴菊芬

吴老师跟小 D进行了一小时的面
对面交流，也用一些题目考验了她一下，
发现小 D在数学方面的悟性还是不错
的，再加上小 D内心非常想学好，在中
考前再提升一大步，是绝对有可能的。不
过，吴老师也发现小D的基础知识不扎
实，比如对二次函数图像的识图能力不
强，这就要求小D平时要自己多动手画
画，多在心里问为什么，遇到不懂及时问
老师。
目前初三正在进行第一轮复习，吴

老师建议小D要抓住这个重要阶段，跟
着老师的节奏查漏补缺，把基础知识尽
可能地补全。吴老师提前把接下来要复
习的“圆的知识”给小D梳理了一遍，提
醒小D要重点复习“如何添加辅助线”，
“我发现你喜欢追求正确答案，有时候答
案碰巧对了，但解题思路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特别要提醒你，学数学要听的是方
法，而不是结论”。
接下来的冲刺阶段，想要提升成

绩，加大训练量是否有用？对家长的疑
虑，吴老师明确答复：“目前手头上的资
料已经完全够用了，不需要额外多练！”
不过吴老师觉得，小D并没有非常好地
利用现有资源，错题改得不到位，有的
改了还是错的。她建议，以后改好了要
及时拿给老师看，若有错误就可以向老

师请教。在提问时，最好能先向老师描
述自己的想法，这样老师就可以了解到
你是哪一点没有弄懂，指导更有针对
性。老师讲解完后，还要自己反复思考，
这道题给我什么启示，从中可以提炼出
哪些方法？这样多次训练，就能培养出
举一反三的能力了。
对于小 D妈妈找大学生家教的情

况，吴老师有些担忧：“大学生缺乏教学
经验，也许只能教具体题目的做法，而无
法教会方法。”她建议小D还是要多把
握在校的提问机会。

在高女士眼中# 女儿小
1

就是个典型的文科女#

语文英语一直都不错#唯独数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

是短板$后来学的物理和化学#小
1

也学得不理想$为

了提高成绩#高女士一直在校外帮女儿报班补数学#上

过培训机构的大课#也找过老师一对一辅导#可是孩子

一直说没兴趣#后来也不高兴去了$ 现在#她请了一个

大学生家教#一周来家里上一次课#小
1

有什么题目

不会#就在课上问问$ 这样折腾下来#小
1

的成绩也还

是六七十分$

高女士说#因为心里着急#她瞒着女儿给晚报打来

电话报名#后来被小
1

知道了#两人还吵了一架$ 吵完

之后#小
1

倒还是乖乖地来了#可见这个女孩子还是

%想要的&$

家教新主张

记者 李荔

女儿收藏了我的欠条
陈惠芳

4

小学教师"女儿读小学五年级

上学期，读五年级的女儿参
加班干部换届选举，连任学习委
员的愿望泡了汤。难道她成绩退
步了？她班主任却在电话肯定地
说：“你女儿的学习绝对没问题。
应该从她性格上找找原因，经常
有同学向我反映，她耍赖不守信
用，可能是这个原因才失去同学
对她的信任吧。”
第二天吃早饭时，女儿要她

爸送她上学，她爸不同意，最后女
儿饿着肚子，气呼呼地进了学校。
我家离学校只隔着两条街，自三
年级开始，女儿就独自步行上学
了，她那时说得多通情达理啊：就
那么几步路，交通又好，如果还让
爸爸接送的话同学会笑话的。可
是这会儿又变卦了，看来，老师批
评得一点儿没错。
“你自己上学不是好端端的

嘛，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人不能
言而无信哟。”待女儿放学到家，我
批评了她。女儿把书包往沙发上一
扔，然后“咣”地关了房门，扑到床
上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冲着我
叫：“只知道说我变卦，我不守信
用，你怎么不说自己不守信用？”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难不

成女儿不守信用是跟我学的？丈

夫笑着说，还别怨女儿说你，你耍
赖的事还少吗？前天，说好你做饭
我拖地，结果我拖完地你却反悔
了，最后还是我烧的饭。还有那
天，你赌咒发誓这个月不淘宝的，
你还不照样网购了伊米妮包包
……那晚，我向女儿诚恳地检讨
了自己，并与她拉了勾，立志做一
个言行一致、讲诚信的人。
不久的一次数学测验，女儿

再一次得了满分，按事先的约定，
我要买双帆布鞋奖励她。她看中
的贝贝牌帆布鞋，这两天恰好聚
划算上打折出售，可等我打开网
页，傻眼了，抢购的时间已过，又
恢复了原价，如果此时出手的话，
就将白白损失一百多元。买不行，
不买反悔更不行，女儿就站在我
身后盯着呢。犹豫间，女儿的脸上
掠过一丝不快。怎么办？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现在给

你打个欠条，等下次打折再买。”
我转身与女儿商量。既没有爽约，
同时又让我没花冤枉钱，这无疑
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当我把欠
条郑重交到她手中时，女儿满意
地点了点头，竖拇指给我点了赞：
“妈妈没耍赖，妈妈好样的！”

一星期后，她如愿收到了那

双深蓝色帆布鞋。我问她要欠条，
她没给，她说她要好好珍藏它，留
个纪念。
后来，无意中翻看到她的作

文，我读到了她的《一张珍贵的欠
条》，她这样写道：“……这仅仅是
妈妈写的一张欠条吗？不是，这是
妈妈诚信的见证。妈妈的欠条，像
一面雪亮的镜子，照出了我的不
足，我一定要像妈妈那样做一个
诚实守信的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女儿

因我的改变而改变。在丈夫参加
的一次家长会上，班主任点名表
扬了女儿，说她善于与同学相处，
表里如一。会后，他问我给女儿施
了什么魔法，我笑而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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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职校
数控技能大赛
在刘高职举行

本报讯 全省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日前拉开帷幕，作为赛点学校之
一的刘高职承办数控类项目比赛。
数控车工、数控铣工、数控机床装调
与维修、模具制造技术等4个项目
将分别于3月23～27日进行，全省
13支代表队253名选手参与角逐。
此外，该校其它5系114位师生将
分赴南京、苏州、无锡、徐州、扬州、
盐城、镇江、泰州等地出征大赛。
本届大赛共设11个类别70个

竞赛职业（工种）和项目，各项目分
中职学生组、五年制高职学生组、教
师组三个组别。

比赛期间，刘高职将开放数控
机床装调与维修这一比赛项目供师
生分批观摩。开放时间为24日、25
日下午2:30-4:30，每批10人，观
摩时间为20分钟。 &皇甫大欢'

群言无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