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暑期又到了， 这是孩子们期盼已久的一段时间。 但对于家长和老师来
说，到底怎么安排才能让孩子们的暑期过得既不能无限放松，时间安排又合理紧凑呢？
背起背包，勇敢地走出去看世界；或是多报几个实习班，把学习抓紧再抓紧。 对此，记者
采访了市内多名优秀教师，请他们就暑期如何过，给学生们一些建议。

� 选几本喜欢的书好好读读
暑期尚未开始，彤彤的妈妈

就给她报了三个特色培训班。再
加上平时学的舞蹈和钢琴班，彤
彤的假期生活被安排得满满当
当，才 6 岁半的小姑娘稚嫩的
童声不时抱怨 ：“感 觉 太 累
了， 什么时候才能好好歇歇

呀？ ”
“年龄稍小的孩子， 可以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安排一
些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和才干
的活动，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
的暑假。 ”十五中教师聂枫红
认为。

他表示，在平时的学习过
程中，孩子们可能没有足够的
时间去品读好的书籍，此时便
可以利用暑假，选择几本感兴
趣的书去读，提高孩子的审美
能力， 不断增强知识底蕴，也
会在无形中提高孩子的语言

能力。
对于小学生来说，平时各

种家务都是家长大包大揽，放
暑假了， 家长不妨多抽出时间
来，指导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 或者晚上外出遛遛弯，一
家人可以增进情感交流。

� 安排一次远游亲近自然
今年高考过后，最受关注的

莫过于考取了邢台文理科第一
的荣赛波和宋彭博。 采访时，小
宋同学透露，进入假期后，他会
列一个时间表，把每天要做的事
列于其上，按计划完成；在高二
暑假时，他甚至借来了大学化学
系专业的课本进行研读，他那时
就准备高考志愿填报化学专业。

“暑假往往是‘百团大战’，

这个夏令营那个体验团，纷纷出
现在家长和学生的面前，让你眼
花缭乱。 对此，我们不能嗤之以
鼻。 随着社会的发展，团队合作
的作用显得日益巨大，单兵作战
早已成为了过去。 学生们可以借
助这些集体活动，提升自己的综
合能力。 ”毕玉亮提出，针对一些
自主学习能力好的学生，学习上
无须家长操心，反之应该让他们

适时走出去，走进自然或者到团
体中锻炼。

他建议，可以找一个规范能
保证安全的夏令营或者体验团，
让学生加入其中，体验团队的力
量。 如果还有鼓动能力的话，可
以多邀几个同学一起前往。 经过
一次活动，会感受到团队合作的
真正力量。

或者做一件更贴近自然的

事———骑游。 骑上自行车，带上
拍摄设备，穿走于牛城，去发现
能够体现正能量的瞬间，并记录
下来。 如果遇到特别触动你的瞬
间，还可以用详细生动的文字记
叙下来。 把这些瞬间整理到电脑
上，做成影片，保存起来或发布、
投寄出去。 自己的目光肯定会变
得敏锐， 心灵将荡涤得更高尚，
世界也会变得精彩。

� 假期也不能忘了学习
“聚餐、K 歌、好好地上网玩

游戏，反正我要借着这个暑假好
好地玩一阵。 ”中考结束后，小胡
说， 他准备把时间安排得满满
的，大部分将在娱乐和休息中度
过。对此胡爸爸有些气恼：“马上
升入高中了，再不努力地把学习
赶上去，能考上好的大学吗？ ”

小胡却蛮不在乎：“暑假本是
学生减压、休整的时间，要是每天
刻苦学习，那还放什么假？ ”

对于小胡这样的学生，马小
菲老师说，自己身边有不少这样
的典型。 她认为，学生个性不同，
安排暑假的方式也不同，对于享
受玩乐型的学生，应该多指导其
继续学习。

“假期不是吃饭睡觉疯跑疯
玩的时间，而是孩子们学习成长
的继续，是学校教育的延续和补
充。 只不过假期的学习变换了地
点、变换了方式、变换了内容，使

学生的学习生活更自由自主，更
丰富多彩，更鲜活有趣。 ”马小菲
老师提出。

她认为，暑假将近两个月的
时间，如果不用心规划很可能碌
碌度过。 计划最好做得详尽一
些，甚至到各个时段，包括晨跑、
听英语、 预习新书、 听音乐、小
憩、做习题、弹琴、阅读，散散步；
晚上可以练字、看电视、写日记
等。 如果把时间安排合理，假期

将会在惬意的书香生活中度过。
她介绍，假期学习不是应试

教育的产物，即使在国外学业不
合格的学生也会假期补习。 学习
成绩良好、优秀的孩子更会利用
假期预习新书，预知下学期要学
习的内容， 锻炼自己的自学能
力。 这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开学
后， 预习过的孩子已知水有多
深，滩有多险，没预习过的孩子
心中只有迷茫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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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游、夏令营、社会实践……

过暑假的 N种方式
您会选哪种?

C

B

A

领取电话：400-646-7500

有了糖尿病， 必须长期吃药， 血糖忽高忽
低，不但无法得到根治，而且得时时提防出现并
发症，天天与血糖仪打交道，自己都快成半个医
生，仍然还是摆脱不了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生活
质量大大下降，且生命得不到保障的局面。

面对这些存在的困惑和问题， 如何远离巨
额的治疗费用及长期吃药的痛苦， 患者需要一
个正确的渠道对糖尿病进行全面了解， 正所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糖尿病人 无药生活 30年》一书由著名专

家李东伟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记录整理了
自己十多年来战胜糖尿病的“全糖史”，教给你无
数病友亲身验证的康复糖尿病的办法实例，让
您在家也能轻松战胜糖尿病， 远离并发症，真
正为你节省巨额的医药费。

很多糖尿病患者看完此书后恍然大悟，原
来战胜糖尿病可以这么简单。 没看这本书之

前，都以为糖尿病是不治之症，终身都会与药
为伍。 看完这本书， 才知道只要方法得当，糖
尿病原来是可以康复的，坚持采用这本书中的
康复方法，就有希望甩掉药罐子，多活好多年。
很多受益者都是采用书中介绍的方法，恢复了
胰岛功能， 告别了打针吃药和并发症的折磨，
和正常人一样能吃能喝，血糖稳定。

很多糖友久病成医， 但无论你看过多少名
医、读过多少医著，都不要错过这本《糖尿病人
无药生活 30年》。不花
一分钱，掌握一种战胜
糖尿病的新方法。这次
公益赠书活动，不收取
任何费用， 我市仅限
500本，赠完即止。

《糖尿病人 无药生活 30年》免费赠

[糖尿病并发症———不再是糖尿病人的结局]

不花一分钱 远离糖尿病
由中医界

久负盛名的眼
科大师倾其毕
生的临床研究
成果编纂而成
的图书眼病误

区与真相，读者现在拨打电话，即可领
取，限量 300 本，发完为止。

此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医眼科名师
独创的“养血生津”之法。对中老年眼病
如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
性、 视网膜病变等如何进行调理保养，

提出新方法，读者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此书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定价 36 元，公益发放。 该书出版后引起
眼科治疗领域的高度关注，获得了众多
好评。同时，阅读完此书读者，还有机会
获得 100-1000 元慈善救助金， 减轻治
疗负担。

本次活动主办方特别声明：纯公益
活动，不收取书本费，不收取快递费，总
之，不收一分钱。

申领电话 4008-678-353

�中老年眼病畅销书

眼 病 看 书 学 妙 方
揭秘眼病误区与真相公益发放 ,来电领取

声明
葛长新、孙凤梅夫妇

不慎将女儿葛思嘉出生医
学 证 明 丢 失 ， 证 号 ：
J130716745，声明作废。

声明
闫海雷、郭明霞夫妇

不慎将其女儿闫皓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 ， 证号为 ：
J131222343，声明作废。

声明
张延辉、巩焕娥夫妇

不慎将其儿子张冠杰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 证号
为：M130973257， 声明作
废。

灭失声明
郭军民名下机动车冀

E87112，车辆型号CH6321E1，车
辆 识 别 代 号
LKDB1522X2B091949，发动机
号：3100021。此车为黄标车，由
于本人不了解机动车注销登
记的相关政策规定，已将此车
辆自行解体，因此产生的一切
纠纷和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同时该车车辆登记证书、行驶
证、牌照已丢失，现申请办理
注销登记，公告作废。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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