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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怎么过？

这份寒假规划指南让孩子更优秀！

寒假，“熊孩子”要怎么安置？

假期如何安排才好？

这是中小学家长共同面临的问题，寒假是“休息区”也是

“加油站”，如何帮助孩子进行规划很重要，这里准备了一份

寒假规划攻略一起来看。

1

、制定寒假计划注意事项

01

充分征求孩子意见

孩子是假期计划执行的主体，在制定计划时，应该由家

长与孩子共同讨论商量， 而不是家长完全包办所有的内容。

家长应充分征求孩子的意见，倾听孩子的心声，在沟通中了

解孩子的想法。

02

根据个体情况来定制计划

要充分考虑孩子的具体情况， 据此制定一些小目标，如

改正一些小缺点，保持一些好习惯，或者弥补学习上的一些

薄弱之处。一定要注意的是，寒假时间有限，这些目标不要定

得太大、太难，否则孩子很难坚持下来。

03

提高孩子的积极性

家长不能只关注学习，而忽略了孩子的兴趣。 造成孩子

对这份计划没有完成的热情，甚至有抵触心理。 可以把孩子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加入，比如想去哪里玩、想看什么书或

者电影，这样可以提高孩子完成计划的积极性。 但要注意合

理分配学习和玩耍时间，不要本末倒置。

04

时间安排要有弹性

寒假期间， 孩子整体学习状态不像上学时一样紧绷，高

强度的学习计划，孩子很难能够坚持下来。 尽量做到张弛有

度，可以半个小时为单位，制定任务。每天可以留一个小时的

空白时间，用于调整。

05

家长要及时监督、引导

很多低年级的孩子，自律性会比较差，需要家长进行监

督和引导，但需要注意说话的方式方法，以引导为主。 同时，

家长的作息习惯也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尽量

要做到以身作则。

2

、如何制定寒假计划

一、分阶段管理寒假时间

中小学寒假一般有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划分为三

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重点任务不同：

01

调整阶段

时间：正式放寒假———除夕之前

主要任务：孩子刚结束一学期紧张的学习和考试，身心

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这一阶段，应该趁着孩子对学习的知

识仍然很熟悉，加紧完成寒假作业，同时多做一些与学习有

关的安排，如看书、学英语，有机会也可以多参加一些实践活

动。

02

放松阶段

时间：除夕———大年初六

主要任务：春节期间，大部分的家庭都在走亲访友，孩子

能够学习的时间并不多。 这一阶段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家长

们可以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带着孩子走亲访友，感受过年氛

围，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外出游玩，让自己和孩子都能在愉快

的氛围下，好好放松心情。

03

收心阶段

时间：大年初七———开学前

主要任务：这段时间，重点是帮助孩子调整作息时间与

学习状态，为开学做准备。一方面做好寒假作业的扫尾工作，

调整作息时间和情绪，另一方面准备新学期用品，预习新学

期学习内容，帮助孩子提早进入学习状态。

二、每日计划的制定

根据孩子的年纪大小、平时的作息规律、寒假作业的多

少等情况制定每日计划，第二天的作息时间，最好在前一天

就确定下来，但不要一次性制定很多天的作息表，这样不利

于调整和执行。

初高中阶段，可适当侧重于知识层面的查漏补缺；小学

高年级阶段，可适当侧重于兴趣爱好的培养；小学低年级和

幼儿园阶段，可侧重于生活和学习习惯养成。

3

、确定寒假期间的重要事项

01

完成寒假作业

寒假作业是孩子这个假期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定要按

照老师的要求，认真完成。完成寒假作业的同时，还应对上学

期的学习内容进行及时的查漏补缺，为新学期的学习做好准

备。

02

锻炼身体

身体健康很重要。 寒假期间，每天至少应安排

1

小时的

锻炼时间，跑步、打球、游泳，建议和小伙伴一起进行，在锻炼

之余，还可以增强和同龄人的交流。

03

课外阅读

建议结合兴趣或老师推荐的书单， 选择一本或几本好

书，让孩子每天认真读书

1-2

个小时。阅读过程中，不妨让他

做好读书笔记和摘要，如摘录一些自己认为好的句子、词语，

写写自己的心得体会，可以是一两句话，也可以是一篇读后

感。

04

学习英语

坚持让孩子每天学

30

分钟英语，背单词，读课文，练习

听力、口语，可以促进良好语感的养成。

05

练字

家长可以给孩子选择一套合适的字帖， 建议楷书字体，

每天坚持练习半个小时。

06

发展兴趣爱好

孩子自己感兴趣又有意义的事情， 利用寒假时间多做

吧！ 例如音乐、美术、舞蹈、书法、摄影等，发展一技之长。

07

做家务

寒假期间，家长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例如打扫卫生、做简单的饭菜、照顾宠物等，锻炼孩

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08

外出旅游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来一次短途或长途的亲子游，

实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家长也可以利用周末带孩子去儿童

乐园、动物园、科技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增长见识、开阔眼

界的同时，还可以增进亲子情感。

09

社会实践

可以让孩子参加一些社会实践， 如去敬老院看望老人、

帮助环卫工人清扫街道、做社区小小安全员等。 在实践中能

体会到劳动的价值、体会到爱的意义。 （来源：贵州教育发布）

核心提示

中考高考冲刺班、舞蹈辅导、快速作

文、

VIP

辅导……寒假来临，各式各样的

课外辅导机构， 早已按捺不住开始在城

区各中小学门口叫卖、宣传。

寒假， 如何让孩子过一个充实有意

义的假期是不少学生家长焦虑的问题。

课外培训班成了不少家长安排孩子寒假

生活的首选，其实不仅仅是寒假，每逢周

末，课外培训班都异常火爆。 不少家长怀

着“大家都在补课，不补会不会落下”的

心理让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

近年来，教育培训市场火热，尤其是

中小学课外辅导， 屡屡成为大家关注热

点。 由于立场不同，视角各异，社会各界

对于课外辅导的看法也是有褒有贬，见

仁见智。 看待火热的中小学课外辅导，需

要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让我们一起

来听听各方面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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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机构：内容多花样新

周女士的小孩，就读初中二年级，孩子三岁开始，就

参加美术、舞蹈、英语等课外辅导机构的学习。记者了解

到，他们现在的班上，四分之一的孩子参加过课外辅导。

据统计，现在兴义各式各样的有办学资质课外辅导机构

共有

134

家，辅导内容不仅有针对寒假的寒假班、冬令

营等。

为吸引学生、家长报名，许多课外辅导机构还纷纷

推出特色辅导班。 记者从田田英语、万峰培优等课外辅

导机构了解到，目前正在进行的寒假班、冬令营报名火

爆，面向学生的补习班、提高班、冲刺班等已经开始招

生，不少像数学、英语、作文等补课热门的班次，已经报

满。 此外，一对一、一对二等价格不菲的“

VIP

辅导”很受

家长欢迎，尽管学费动辄四五千元，仍受到部分家长的

热捧。

除了语数外理化等传统补习热门科目，一些传统意

义上的“副科”，也出现在辅导班的目录中，针对高考的

体育艺术辅导班也应运而生。在一份由高三学生向记者

出示的辅导班宣传材料上写着，“

2020

年参加辅导的学

员，全部取得

60

分”“成绩不达满分全额退款”等字眼颇

为醒目，吸引了不少即将面临高考体育艺术却难以达标

的学生。 此外，针对小学生的书法、演讲、舞蹈、跆拳道、

小记者、钢琴等艺术类的培训也较为火爆，很多课外辅

导机构，瞅准时机在寒假期间发力，以“特色”辅导吸引

中小学生。

家长：放假不是放松

杨先生的女孩，就读城区某小学三年级，眼看寒假

将至，他早已将孩子的假期生活安排得很“充实”了，要

参加校外辅导机构的英语学习和冬令营，还要去兴趣特

长班学习舞蹈和书法，回家后还要做杨先生布置的练习

题。 杨先生说：“放假不是放松，我女儿本来自制力就不

太好，要是放任不管，明年开学时，就什么都不会了，学

习都跟不上，还谈什么将来啊？ ”

当被问到这样的安排， 对孩子来说会不会太紧张

时，杨先生说：“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我可不想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 我也是有计划的对孩子进行辅导，希

望她多学点英语，将来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书法

和舞蹈是她自己喜欢学的，习题则是针对她的课程留下

的，现在多学点，总是没有坏处的，这也是为她好。 ”

另一位家长徐先生表示，孩子放假后，他们也会将小

孩送去辅导班，“我们两口子工作太忙，孩子放假后没有时

间看管，要是让他上辅导班，最起码能学点东西，比留在家

里玩手机、玩电脑、看电视好，到时候去接送他即可。 ”

而作为老师的罗先生表示，假期应该让孩子轻松的

玩，不过会征求孩子的意见，在孩子保证完成学校作业

的前提下，孩子有兴趣的课外辅导，可让孩子去学学，不

过不会强求孩子。

学生：放假不想补课

“放假了，我不想去补课，早就和同学说好了，放假

的时候一起去乡下外婆家玩， 可是昨天我妈妈告诉我，

替我报名参加了中考冲刺辅导班，真是的，害得我哪也

去不成了。 ”一位初三的学生说。

记者通过部分中小学生了解到， 大多数学生放假

后，并不愿意去课外辅导班补课，只有少部分学生，会根

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钢琴、绘画、舞蹈等一些兴趣特长

班，但是很少有学生主动要求去补作文、数学、外语等科

目。

“假期里，妈妈帮我报了数学、英语、钢琴……”六年

级学生小李如数家珍地介绍自己在假期里要上的课 。

“放假还不如不放。 ”这是许多要去参加辅导班的学生，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假期里，孩子与父母之间，因为辅导

班而经常闹别扭和产生分歧。

学校：放假不必补课

“现在的辅导班，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有退休下来

的老教师，还有从大学刚刚毕业的未就业大学生，对于

参加课外辅导机构学习的学生来说， 不见得有好的效

果，重点应在课堂上学懂并消化知识。 ”城区一位中学的

校长表示。

这位校长告诉记者，按照国家的规定，公立学校在

放寒假后，是不允许补课的，学生们放假了就应该修养

身心，这也是紧张学习的一个缓冲，况且我们现在的作

业，对于学生假期巩固知识来说已够了，没有必要让学

生在疲惫中度过寒假，不过，学生如果喜欢，可以在假期

参加一些兴趣特长班， 也可以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

动，充实自己。

韦老师是兴义八中的骨干教师，他说：“家长望子成

龙的愿望我们理解。 可保姆式和填鸭式的教育，已经不

适合现在教育的发展，家长不能盲目的将孩子送到辅导

班学习，增加孩子的负担，一般来说，只要上好学校规定

的课程，就足够了，家长应该了解孩子，相信孩子，让孩

子的身心健康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

辅导班：放假就是“旺季”

在城区的中小学附近转上一圈， 会发现许多辅导

班，记者看到，前来咨询的家长不少，都是抱着提高孩子

成绩而来的。

一位懂行的家长表示：“现在正规的办学机构，都要

经过教育部门的审核，办学场地和教师资质等都在审核

的范围之内。但不排除一些课外机构主要是以盈利为主

要目的，这样的辅导机构，存在师资良莠不齐等问题，教

育教学质量也难以保证。当然，有部分辅导机构，是全国

加盟或连锁，具有一定的特色，他们的师资、办学条件、

教学理念相对好一些。 ”

“快放假了，肯定会有许多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对

于辅导班来说，现在可是最忙的时候，一年的两个假期，

是校外辅导班最火的时候。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辅

导班工作人员说。

教育部门：寒假补课应合理

一位资深的初中校长直言，寒假期间，学生参加各

种社会实践活动，保持适量适度的学习状态，可以充实

孩子的寒假。 但寒假培训班不宜给孩子报很多，一到两

个班即可，毕竟寒假时间比较短暂。 家长在给孩子报班

时，应该充分征求、重视孩子的意见 ，以孩子自愿为原

则，不要强迫孩子参加不喜欢的辅导班，家长可以为孩

子选择既有益又有趣的个性化辅导班，让孩子快乐学知

识。此外，家长在为孩子报课外辅导班时，一定要实地考

察，了解课外辅导机构的办学条件、师资、教育教学理念

等。

一位高三年级骨干教师表示，寒假期间的学习要以

放松调整为主，各种强化培训、速成班要根据孩子的实

际情况来决定，避免孩子因较大的学习压力而产生厌恶

感和抵触情绪。

记者从兴义市教育局了解到，从

2018

年开始，兴义

市重拳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遏制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

长，当年共排查出校外培训机构

211

家，取缔

21

家，

131

家学科类培训机构获得教育部门的办学批复，整改进度

达到

100%

，因整改工作突出受到教育部通报表扬。

去年，兴义市教育局主要是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的

督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和《黔西南州学科类校

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暂行规定》，联合民政、市场监管等

部门开展

2

次联合执法， 对校外培训机构开设午托园、

开展全日制培训、存在安全隐患、超前培训、强化应试教

育等违规行为进行督查，依法处置违规办学机构，有效

遏制培训乱象，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

2019

年，排查

167

所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下发整

改通知

124

份，处理各类投诉

20

余件，清理培训机构

42

个。

记者采访了兴义教育局教育行政管理股负责人魏

德忠，他表示：面对家长的焦虑，虽然各种竞赛取消、在

校课时减少，但是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真正轻松，相反，在

校时间的减少让不少家长更加焦虑，担心学校时间减少

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因此通过校外补课来弥补在校

时间的不足。 对于校外补课，家长需要建立正确的育人

观，充分发挥孩子的自身优势，因材施教。对于制造竞争

焦虑的言论需要在对自己孩子了解的基础上理性对待

分析，有自己的预判。面对学习吃不消的孩子要减压，学

习吃不饱的孩子要适当增压，不能“一刀切”。面对“吃不

饱”的孩子选择培训班时，家长要擦亮眼睛，正确选择合

法培训机构学习，摒弃“超纲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

为和观念，让孩子健康成长。

编后语：

家长们应理性看待校外培训机构，不能人云

亦云。 教育需要学校、家长、社会等多方面共同努

力。 家长要加强鉴别课外辅导质量的能力，同时

让孩子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好的课外辅导并不

是机械重复课堂的知识，而是要激发孩子的学习

兴趣，查漏补缺、解决他们存在的知识短板，让他

们能通过一道题学会一类题，举一反三，触类旁

通。 只有遵循孩子的身心发展和教育规律，才能

从真正意义上促进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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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对米来课外培训中心进行督查

教育部门对心语培训机构进行督查

尚思博百特英语教学

教育部门对泥凼小博士午托园进行督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