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现代金报 A07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55日日 星星期五期五 广告 责编责编：：万建刚万建刚 余维新余维新 美编美编：：周斌周斌 审读审读：：邱立波邱立波

发掘孩子优点
告诉他“其实你很棒”

家长成长课堂的最后一个环节，
是让家长在纸条上写下孩子的 10
个优点，作为礼物带回去。陈安爸爸
很快就在纸条上写了起来：爱护弟
弟、数学特别好、有礼貌、天生的乐观
派……很快10个优点就写完了。

也有家长在一旁咬笔头，觉得
有些难写，但是他们都表示这个方
法很好，准备回去好好想想，写完带
给孩子，让他知道自己在爸爸妈妈
心中也是有许多优点的。

“老师，下次家长讲座是什么时
间？我还想再来听。”王子涵妈妈一
边写着孩子的优点，一边说道。

据了解，慈溪市开发小学是一
所专门接收新居民子女的市属民办
学校，学生来自13个省市自治区。
面对新居民子女流动性大等现实问
题，学校先通过家长调查问卷，了解
目前学生家长的需求，并开设骨干
家长成长学校，将先进育儿理念辐
射到班级。

此次“家长成长课堂”是由慈溪
市计生协在学校设点开展，届时
还将邀请慈溪市内教育、心理专
家为家长们进行辅导。该校副校
长童维维表示，学校建设家长成
长课堂，希望帮助家长们懂得更
多的科学教育方法，重视孩子的
综合素质培养，破解家庭教育中
诸多的困惑，并有效推动学校教
育教学互融互促。

“双减”政策下，家长该“加”点什么？
慈溪这所小学的家长成长课堂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

“双减”政策落地实

施已经两月有余，校外

培 训 时 间 和 作 业 量 减

少，学校增加课后服务，

与以往相比，很大程度

上为学生和家长减轻了

学习负担。但在家期间

如何安排，就需要家长

加以引导。那么，家长该

“加”点什么？

11月2日下午，慈溪

市开发小学开展了一堂

青春健康“沟通之道”家

长成长课堂，让家长掌

握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

和更有效的教育方法，

为子女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学

校特邀慈溪市教研室丁

丽娜老师为家长答疑解

惑，现场 30 多位家长纷

纷表示收获满满。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涵茜
通讯员 宋霞波

校外培训时间减少
请别缩水陪伴时间

“各位家长，你们平时会有
意识地培养孩子习惯养成吗？”
丁丽娜现场提出的这一问题，
引起了家长的讨论，有家长说
并没有开始培养孩子的习惯，
也有家长表示每天晚上会让孩
子做些家务和运动，或是一起
阅读。

四（3）班黄同学是一个开
朗活泼的女孩子。“双减”之前，
每周末她都会去培训班学写作
和数学；“双减”政策实施后，补
习班取消，周末时间就完全是
自主决定。“我们家女儿好像并
没有主动规划时间，在完成学
校作业之后显得有些无所适
从，除了最喜欢的画画，其余时
间就是在看电视、玩手机中度
过。”黄同学妈妈告诉记者。

那么校外培训没有了，孩
子该怎么学习呢？丁丽娜在课
堂上给家长们教了一招，首先
拿出一张便签，折成四个方块，
然后在左上角写上“紧急且重
要”，右上角是“不紧急但重
要”，左下角是“紧急但不重
要”，最后一个是“不紧急不重
要”。孩子们可以根据事情的轻
重缓急合理分配时间，家长也
可以适当帮助孩子，完成任务。

“丁老师说的这个小方法
真的深得我心，可以让孩子知
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紧急
的，分清主次。”黄梓诺妈妈拿
着家长成长课堂上新学的规
划表说，“回去之后我会慢慢
引导她，一起做好规划，每个
周末能带她出去走走，也想让
她把画画这个兴趣爱好继续
坚持下去。”

丁丽娜说，双减，不减学
习、生活质量。虽然“双减”减轻
了学生部分学习压力，但请别
让陪伴的时间缩水。陪伴孩子
的投资是有价值的投资，亲子
关系是要用时间来维持的，父
母要给孩子树立正面榜样，给
孩子高质量的陪伴。

在家“大眼瞪小眼”
家长该怎么有效沟通？

随着陪伴时间增加，有些家长可
能会觉得无所适从，双休日两天在家
里“大眼瞪小眼”，会不会滋生更多的
亲子矛盾？以为苦口婆心就是对孩子
的好，一些孩子采取极端方式，都是
因为父母苛求式的唠叨引发的。

在家长成长课堂上，丁丽娜给家
长们看了一个视频。视频中父母在不
停唠叨，孩子一个字也没听进去，父母
越说越激动，孩子却在一边无动于衷。

这一幕，三（1）班的陈安爸爸很
有共鸣，他说：“这个视频真实再现了
我们家的日常。我和孩子妈妈确实不
够耐心，脾气有些暴躁，一着急经常
忽略孩子真实想法。”

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丁丽娜给
了家长几个小妙招，首先就是学会倾
听孩子的心声。如果家长们感到生
气，先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接纳孩子
的情绪，等孩子也平静下来，再让孩
子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次倾听的时候，家长要和孩子
有眼神交流，观察他的面部表情，时
不时点头，让他真实感受到你在认真
听，他才会把这个话说下去。

陈爸爸的两个孩子都在开发小
学上学，他在课中还给陈妈妈发了微
信，这堂课应该一起来听，很受启发。
他告诉记者：“我本以为平时做得还
不错，听完丁老师的讲述，发现要学
习的还有很多，特别是与孩子的交
流，回去和孩子妈妈一起努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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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2000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19200 万元人民币，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雅戈尔康旅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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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鄞州海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注销学科类办学许可证公告
经宁波鄞州海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决

定），注销宁波鄞州海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办
学许可证，涉及公司所有教职员工工资、学员学费等债权债务
问题，请在公告日起 6 个月内向区教育局(或后续相关区职能
管理部门）和宁波鄞州海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反映，并处理。
剥离学科后的宁波鄞州海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仍将履行原公
司的权利和义务。
区教育局联系电话89295205，学校联系电话：88387960

宁波鄞州海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宁波市鄞州区今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注销办学许可证公告
经宁波市鄞州区今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股东决定），注销宁波市鄞州区今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许可证，涉及公司所有教职员工工资、学
员学费等债权债务问题，请在公告日起 6 个月内向区教育局
(或后续相关区职能管理部门）和宁波市鄞州区今启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反映，并处理。剥离学科后的宁波市鄞州区今
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仍将履行原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区教育局联系电话89295205，学校联系电话：0574-88255688

宁波市鄞州区今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声 明
宁波川流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原名：宁波云锋股权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与上海云锋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云锋新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作
与联系，并保证不再使用“云锋”二字。
声明人：宁波川流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公 告
慈溪慈洋贸易有限公司定

于2021年11月21日14:00于本公
司办公室(慈溪市恒元广场A座10
楼)召开全体股东会议，讨论关于因
经营期限到期，注销公司并成立清
算组等事宜，如股东本人不能出席
又未授权他人参会，视为放弃权利。

2021年11月5日

分 立 公 告
根据宁波利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拟分立为

宁波利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存续公司）和宁波同茂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新设公司）两家公司。原宁波利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继
续存续，分立前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分立后宁波利时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宁波同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1500万元；分立后原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各家公司共同承担。
特此公告。原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各公司共同承担。特此公告！

宁波利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分 立 公 告
根据宁波市镇海世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

司以派生分立形式拟分立成为二家公司，原宁波市镇海世茂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继续存续，分立新设宁波郡睿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分立前宁波市镇海世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分立后宁波市镇海世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为 10 万元；宁波郡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40 万元，
分立前原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二家公司共同承担。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世茂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5日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减
至5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皓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100万元人民币减
至1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鄞州区空白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
至 10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
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驰掣数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200万元人民币减
至1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源腾源墅家具有限公司

减 资 公 告
根据 2021 年 11 月 02 日股

东会决议，宁波佳成景观工程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
万元减至 500 万元，现予以公
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

宁波佳成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 按 有 关 规 定 办 理 工 商 注
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星星燎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鸿睿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21年5月3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3M
A2H5F9J7K，声明作废
宁波万晟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编号33021210
015346，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姜山宏兴泡沫制品
厂遗失收据3000元，N0.1338
803，NO.1338804，声明作废

宝鸡天润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6103990049855；
财务章；发票章编号61039900
49858；法人章编号610399004
9859，声明作废
杨闯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
业证，证号：00001533020000
002020026916，声明作废

宁波壹玖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3302240199310，财务
章编号3302240199311，发票
章编号3302240199312，法人
章（卓恺均）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鑫顶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编号3302
030158484，声明作废
宁波赛麟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尊艺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编号33021110
030823，声明作废

注 销 公 告
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决定注

销本单位办学许可证，号码为：教
民 133028270004009，法人代表：
李德华，办学地址：慈溪市古塘街
道商检路 151 号三楼，业务主管
单位：慈溪市教育局。债务债权
尽快向本单位清算小组申请。
慈溪市品正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宁波赟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尚美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鸿睿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章（吴正来）、合同章、

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品墨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潘火郭树文运输户

遗失发票章，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