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出台的新政策， 除了

家长和学校外， 教培行业应该

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 “短期

不会很明显，但长期看，影响会

很大，针对生源的竞争将加大，

整个小学阶段的培训市场都会

面临转型， 培训理念和课程都

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 采访中，

多位教培市场人士表达了相似

的看法。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目前

贵阳市的教培市场还没有开

禁， 多所学校采取了网上授课

的方式， 与过去四月份就开始

热闹起来的小升初临考培训火

热的场面不同， 记者来到一些

培训机构的授课点， 看到只有

一两位值班人员， 也没有前来

咨询的家长。

记者向几家教培机构了解

情况，有的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有的表示 “因为没有开班，还

看不出影响” 。 一家以数学为

主的思维培训学校老师告诉记

者，目前还没有家长要求退费，

关键是要看复课后的情况，一

所英语机构负责人则表示，小

升初的政策传了很久， 学校也

有了转型的准备， 一方面是侧

重于初中培训市场， 一方面要

加强对小学阶段孩子听说能力

的培训课程研发力度。

吴清曾在贵阳市一教培机

构任职， 对教培市场有一定了

解。吴清告诉记者，为在残酷的

选拔中拔得头筹， 给幼龄的孩

子填鸭超纲、冷门的知识，本身

就违背了教育的初衷， 为应试

而生的教培机构这一次势必将

失去生源。 要想在今后的教培

市场中有一席之地， 如何提高

孩子的学习能力， 培养孩子的

学习兴趣，让孩子能爱上学习，

学得从容、轻松，才是教培机构

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开智学校通过 20 多年

的探索和沉淀， 摸索总结出一

套长期、 系统且适合于本地不

同类型学生学习的课程体系，

教学效果也证明了其有效性、

系统性。因此，我们学校基本不

会做出教学调整， 但会在课程

中加入‘如何快速成为一名优

秀初中生’ 的内容，让学生轻

松应对初中的学习和生活。 ”

开智学校一负责人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居家“云端” 上

课的日子，学生们会认真做上课笔记吗？是否

做好网课笔记是学生在线学习精神状态及学

习效果的“检测剂” !为进一步了解学生线上

学习效果，日前，贵州师范大学面向全校本科

生， 开展疫情防控期间在线学习优秀笔记征

集活动。

据介绍， 此次面向全校学生征集的作品

题材相当广泛， 可以是线上学习期间的课堂

学习笔记、作业，也可以是社会实践、文创作

品甚至是心得体会、散文、诗歌、日记、随笔

等。

截至目前，贵州师范大学已征集到 2000

多份学生线上学习的参选作品。 “这些笔记

形式各异，有的同学做电子笔记，有些同学做

的手写笔记、作业堪比‘印刷体’ ，有的同学

的散文如行云流水， 有的同学的水彩画寓意

深刻。 ” 贵州师范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充满

了喜悦。

贵州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教务

处副处长周勋表示， 这些参选作品收集完毕

后，学校将组织专家对作品进行评审，并为获

奖学生颁奖。

“笔记是非常重要的复习参考资料，是

靠日常点滴积累的，通过这次疫情，第一次感

受到了特殊时期我们还能通过学校提供的高

效的在线学习条件进行远程学习， 这是一种

幸福。我们的笔有限，写不完疫情期间感天动

地的‘钟南山精神’ ，我们的墨有限，写不完

无数平凡的身边人和身边事。 ” 贵州师范大

学学生成佳淇在她居家线上学习时所做的心

得体会中写道。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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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上网课，是否还认真？ 看看笔

记就知道———

贵州师范大学

征集学生网课笔记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出台文件，强调劳

动教育的重要性。5月 11日，贵阳一中举行了

题为“家庭劳动感受幸福， 心怀感恩坚定奋

进” 的主题周会，师生一堂，共同研讨劳动教

育开展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活动展示了许多同学的劳动作品： 或拖

一次地，或浇一次花，或做一道菜。 随后全体

师生一同观看家长采访视频， 视频中家长们

对此次劳动节活动赞不绝口。 家长们说道：通

过此次活动真正感觉到孩子长大了， 学会了

分担，学会了体谅。 同时对学校不仅仅重视学

习成绩， 更加注重全面发展的德育方式衷心

认可。

劳动教育是德智体美劳育人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贵阳一中全力探索劳

动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初步形成了以学

科延伸类劳动课、劳动技术类劳动课、生活实

践类劳动课、 公益志愿服务类劳动课和职业

体验类劳动课为核心的劳动教育校本课程体

系。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贵阳一中

探索劳动教育方法

贵阳市 2020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方案公布引关注———

全员摇号 小学段培训班还上吗

近日，贵阳市教育局下发

《贵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0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

作的通知》，明确贵阳市 2020

年小升初实行 “公民同招” 、

全员摇号录取的方式。这一政

策的出台，引发贵阳市民的广

泛关注。这对即将小升初的学

生和家长，以及贵阳教培市场

会带来哪些影响，记者进行了

采访调查。

告别择优选拔 家长内心复杂

5 月 7 日， 市教育局下发

《贵阳市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0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 明确 2020年我市义务教

育招生继续实行网上登记入

学，但与以往不同，报名人数超

过核定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小学

和初中， 全部通过电脑随机派

位的方式招生，同时，符合条件

的入学适龄儿童少年可填报 1

所民办学校。

该新政的内容其实已经在

家长群里传了很久， 摇号政策

在去年就进行了“预演” ，但一

经公布， 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高

度关注。

“新规一出，让人倍感轻

松，明面上，大家受教育的权利

公平了。 ” 在小十字工作的白

领曾女士告诉记者， 在她小时

候，没有好学校的概念，只有好

学生的概念。 只要勤奋、好学，

都能有出息。但当妈以后，在孩

子教育领域， 不断地被各种观

念牵扯着。 在攀比、盲从，生怕

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心理作祟

下， 跟风给孩子报过不少补习

班，结果发现收效甚微，甚至还

有了厌学的倾向。 “不管是什

么学校， 孩子自己好好读才是

根本。 ” 对于贵阳市新的规定，

曾女士觉得来得及时， 应该能

从一定程度上扭转家长过多关

注孩子成绩， 而不关注和重视

孩子的内在学习能力的局面。

“按孩子的成绩，本来今

年是有希望考取最好的公立中

学科创班或者最好的私立中

学， 但现在连进门的路都没有

了。 ” 与曾女士不同，全职妈妈

白女士用“无所适从” 四个字

表达了自己的焦虑。 白女士告

诉记者，自从儿子上小学以后，

为了专心陪伴， 她干脆辞职当

了全职妈妈。平时孩子上学，她

就买菜做饭做好后勤服务，周

末陪着孩子辗转精心挑选的补

习班。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的

成绩有目共睹，按照原定计划，

今年考取一所心仪的学校应该

不成问题，但是新政一出，感觉

这么多年的付出打了水漂。

家住大营坡的陈女士也对

新规表达了担忧。 陈女士告诉

记者，户口所在地没有“好学

校” ， 本来想着孩子学习成绩

一直不错，抓紧一点，可以通过

考取优质的私立中学， 为自己

赢得更好的就学环境。 可现在

改为摇号， 命运不再掌握在自

己手里。“万一摇号不中，又不

愿意读辖区初中，该咋办？ ”陈

女士说，家长们对“好学校” 的

渴望不会轻易退烧， 新政策一

出，只会推涨学区房，而像自己

这样普通收入的家庭只能望而

止步。记者采访中发现，大多低

年级小学生的家长对小升初全

面摇号持欢迎态度， 但一些已

经在“考试热” 、“补习热” 花

了大本钱， 而且孩子学习成绩

较好的家长则有些沮丧。

新政出台 家长恐转战“素质类”培训

近年来，中天中学、新世界

一中、 华麟中学等民办初中异

军突起， 以傲娇的中考成绩成

为了家长眼中的名校， 每年一

到这些学校的招考季， 报名考

试的人群用“人山人海” 来形

容也毫不夸张， 孩子们在考场

内奋笔疾书， 神情凝重的家长

们在校园外焦急等待， 其场景

和高考差不多。

民办学校入学考试门庭若

市，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各类

教培机构如雨后春笋般萌生。

新概念英语培训、 数学的思维

训练、语文类的作文、阅读、国

学……为了能让孩子顺利通过

私立学校入学考试， 贵阳市的

家长们可谓是煞费苦心， 一般

来说， 最晚四年级开始 “发

力” ， 有的课程甚至从幼儿园

大班就安排上了。 记者曾随机

在一学校五年级家长群做了一

个调查， 至少 50%的学生在校

外或者网上上了课外培训班，

其中英语和数学的比例最高。

“我家孩子是 2019 年小升

初， 参加了两所公立学校的科

创班和 4所私立中学的招生考

试，一共六场，所幸都录取了，

最终选择了一所最满意的学校

就读。 ” 贵阳市民范女士告诉

记者， 小升初考试的紧张程度

不亚于高考， 毕竟是选拨性考

试， 进一所生源和师资力量都

好的学校， 对孩子的发展意义

重大。范女士坦言，能有这样的

好结果， 孩子付出了极大的努

力，幼儿园开始学习国学，三年

级开始上英语， 四年级开始上

思维。

今年新政一出， 仿佛大富

翁里玩家派发了均贫卡， 无论

以前你有多领先， 统统拉回同

一起跑线。 “升学与成绩无关

了， 还有必要让孩子上思维班

吗？ ” 贵阳一位五年级的小学

生妈妈在朋友圈里贴出这样的

问题。“不上了，还孩子一个快

乐的童年”“要上， 还有中考、

高考呢”“只要孩子不反感，肯

定要继续上”“万一进校后，还

要分班呢？继续上！ ”……亲友

们的回答五花八门。

记者采访了身边几位小学

生家长，大家表示，会降低对孩

子成绩分数要求， 但不会轻易

停止校外培训， 可能会减少文

化课辅导班的课程， 更多转战

素质类的培训， 因为不管政策

怎么变，学习好还是第一位的。

教培行业面临挑战 课程内容需调整

往年一所名校小升初考试的壮观场景

5 月 12 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各地开学复课及校园疫情防控、 高校考试招

生及等工作进展情况。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

登峰介绍，截至 5 月 11 日，目前开学已经复

课的学生总数是 10779.2万，超过了 1 亿人，

占学生总数的 39%，接近 40%。 高中已经返校

的学生 2161.5万人， 中职已经返校 327 万，

初中已经返校 3148 万 ， 小学已经返校

4384.4 万，幼儿园已经有 8 个省（区、市）开

园，返园的幼儿有 468万。

目前高校还没有开学的只剩下北京、河

北、湖北和黑龙江。 据教育部官网

已复课学生

总数超过 1亿人

学生摇号入学流程

★链接

登记时间：

5月 30日至 6月 10日。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入学网上登记，每天开网时间，8:

00—24:00。 贵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户

籍生都要在统一报名阶段进行平台登

记。特殊原因需要进行补登记的，须经区

（市、县）教育局同意进行补登记。

登记对象：

1、申请公办学位登记对象

小学一年级：须年满 6周岁，即 2014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出生的

贵阳市户籍儿童， 以及法定监护人具有

贵阳市有效居住证且符合登记区 （市、

县）招生政策的同年龄段儿童。

初中一年级： 具有贵阳市户籍或法

定监护人具有贵阳市有效居住证且符合

登记区（市、县）招生政策的 2020 年小

学应届毕业生。

（非户籍生在平台登记后，是否能

分配公办学位，还须通过各区（市、县）

教育局安排的现场审核。 ）

2、申请民办学位登记对象

小学一年级：须年满 6周岁，即 2014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出生的

贵阳市户籍或法定监护人具有贵阳市有

效居住证的儿童。

初中一年级： 具有贵阳市户籍或法

定监护人具有贵阳市有效居住证的 2020

年小学应届毕业生。

登记内容：

户籍地适龄儿童少年： 填报新生基

本信息、监护人等信息。

非户籍地适龄儿童少年： 填报新生

基本信息、监护人等信息。

民办学校报名登记： 贵阳市户籍生

活学生法定监护人具有贵阳市有效居住

证，可选报一所民办小学或初中。

登记渠道：

1、直接登录“贵阳市义务教育入学

服务平台”网站:http://yjrx.gyzkzx.cn。

2、 登录贵阳市教育局网站：http:

//jyj.guiyang.gov.cn, 点击 " 贵阳市义务

教育入学服务平台”链接进入平台。

3、登录贵阳市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网

站：http://www.gyzkzx.cn,点击“贵阳市

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 链接进入平

台。

4、手机 APP 登录：免费下载“筑民

生” 手机 APP,注册登录后点击“贵阳市

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 链接进入平

台。

网上初审：

报名期间， 家长请按照平台要求登

记信息， 平台将通过公安信息系统审核

学生的户籍或居住证等信息。

6 月 11 日至 6 月 28 日完成网上初

审，6月 30日，公布民办学校报名情况。7

月 16 日， 完成民办学校电脑随机派位。

报名数小于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小学、初

中，可根据家长意愿直接录取。报名数大

于招生计划数的， 采取电脑随机派位的

方式招生。 7月 17日至 18日，电脑随机

派位民办学校学位确认。 以后就是交费

等程序。 据贵阳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