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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盲目“鸡娃”，
莫忘教育初心

近两年，“鸡娃”这个网络
词汇频频登上热搜，“鸡娃”就
是给孩子“打鸡血”之意，是指
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
长为了孩子能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想方设法鼓励孩子拼搏奋
斗，动用一切资源给孩子安排
学习和生活。“鸡娃”渐成现象，
其背后有哪些复杂的原因或考
量？面对“鸡娃”背后的焦虑与
无奈、盲目与期待，我们又该反
思些什么？ （第8版）

本期导读

叠字诗词美

叠字，亦称重言词。叠字诗
词，运用巧妙就会有回环往复
的效果，既能增加语言的音节
美，又能增进情感的强度。在漫
长的历史中，存在着许多绝美
的叠字诗，有的冷门，有的流传
千古。今天，带大家欣赏叠字诗
词的独特魅力。 （第5版）

让孩子更爱阅读

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
素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
书”，“天下”而又“第一”，可见读
书多么重要。创作者和出版商如
何推出更多好的图书、全社会如
何营造更好的读书氛围、家长如
何更好地引导孩子的阅读习惯、
学校如何指导孩子更有效的阅
读方法，是推动一个社会阅读习
惯回归的根本。 （第4版）

课间，孩子为啥不能下楼“撒个欢儿”
胡欣红

为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
担，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
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
出把握作业育人功能、严控书面
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等
十条要求，切实发挥好作业的育
人功能。

科学认识与把握作
业育人功能

作业为什么会成为让学生甚
至家长苦恼的存在？作业功能的
异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报道，
在一些地方，作业被异化为追求
分数的策略，为提高成绩，教师给
学生布置大量重复性、记忆性的
作业。有时，作业甚至成为变相

“惩罚”学生的手段。此外，为减轻
课堂教学压力，一些教师采用布
置课外作业的形式让学生带回家
由家长指导完成，作业又被异化
为转嫁课堂教学压力的方式。

针对当前存在的作业功能异
化的问题，《通知》第一条就明确，
各地各校要把握作业的育人功
能，把作业作为学校教育教学管
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作为课堂教
学活动的必要补充。

如何才能切实发挥作业的育
人功能？对此《通知》提出了多条

具体举措。一是要加强作业完成
指导。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
时间和课后服务时间加强学生作
业指导，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时
间管理能力，指导小学生基本在
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学生在
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

二是认真批改反馈作业。教
师对布置的学生作业要全批全
改，并采取集体讲评、个别讲解等
方式有针对性地及时反馈，加强
对学习有困难学生的辅导帮扶，
切实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
题。同时，《通知》明确提出不得要
求学生自批自改，严禁给家长布
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
长批改作业，让作业回归到学校
育人环节中来。

三是创新作业类型方式。学
校要合理布置书面作业、科学探
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会与
劳动实践等不同类型作业，充分
体现“五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严控书面作业总量，
提高作业设计质量

针对作业数量过多、学生压
力过大的问题，《通知》强调要严
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并区别不
同学段和年级做出了具体时间要

求。其中，《通知》要求小学一二年
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
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
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不超过90
分钟。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
刚表示：“客观地讲，学生完成作
业的时间是有差异的，既有学习
能力的因素，也有个人学习习惯
的因素。这次《通知》提出来完成
作业的时间要求，既要保障学生
能够完成基本作业，同时又不至
于给学生造成过重的负担，不影
响孩子的锻炼和睡眠时间，保障
学生的身心健康。这次文件中有
两个字是‘平均’，学生平均完成
作业的时间不是绝对的。有的学
生需要多花时间，有的学生可能
少花时间，这是有差异的。”

作业总量减少，家长难免担
心，是否会影响学习效果。对此，
吕玉刚指出，作业设计是非常核
心的问题。《通知》明确要求提高
作业的设计质量，减少不必要的、
重复的、机械性的作业。首先，要
求学生能够完成基础性作业。“我
们鼓励学校探索一套科学的、完
善的、基础性的作业，充分发挥基
础性作业的诊断功能。”

“对完成基础性作业仍有困
难的学生，老师要加强指导帮扶，
帮助他分析原因，巩固知识，提高

作业完成质量。与此同时，对学有
余力的学生，要适当布置拓展性
作业，照顾到不同学生学习的需
要，这也是一种因材施教。《通知》
对学习困难和学有余力的学生都
兼顾到了。处理好这些关系，既要
求学生完成规定的既定作业，又
要保证学生的学业质量，实现作
业和学习成绩、学习质量相统
一。”吕玉刚表示。

多方协同治理，健全
作业管理机制

如何更好地把作业管理的要
求落下去，切实收到减负增质的
成效呢？北京小学校长、教育部基
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李明
新认为，各地各校应该从三个“协
同”的角度，把握《通知》综合治理
的理念和思路。

一是校内校外协同。在作业
的管理、设计、布置、批改上，《通
知》不只给学校提出了明确要求，
同时特别给校外培训机构提出了
明确要求，坚决防止培训机构给
中小学生留作业，而且把禁止留
作业作为培训机构日常监管的重
要内容。这样以避免出现校内减
负，校外增负的问题。李明新指
出：“目前学生作业负担重，很大
程度上与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学科

类培训班，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给
学生大量布置作业有密切关系。
因此，只有校内校外同时减负才
有利于教育生态的恢复。”

二是学校家庭协同。此次《通
知》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明确提出
家长的责任定位，指出家长要履
行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合理安排
孩子课余生活，有责任督促孩子
主动完成作业，提出不额外布置
其他家庭作业的要求。李明新表
示：“不允许教师给家长布置作
业，不得要求家长批改作业，不等
于家长放弃对孩子学习的监护责
任。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督促孩子
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和责任感，培
养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能力，实
现家校协同育人，是家长不可推
掉的教育责任。”

三是行政教研协同。李明新
表示，在《通知》中，教育行政的作
用体现在作业管理的规划、评价、
督导上，同时教研部门被纳入到
减负提质、作业研究的工作中来。
《通知》指出教研机构要加强对作
业设计的研究与指导。“因此，教
研部门一方面要把教学研究的视
角延伸到作业领域，另一方面有
责任对广大教师进行专门的培训
与指导，以助力校本研究和教师
专业发展。”

（《光明日报》唐芊尔）

切实扭转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问题

教育部发布十条作业管理新规
新华社北京 4月 25

日电（记者 余俊杰 胡浩）
记者4月25日从教育部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2016-
202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呈“逐步提升”趋
势，2016—2020年优良率
由 26.5%上升至 2020 年
的 33%，上升 6.5 个百分
点。各学段学生超重和肥
胖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

据教育部体育卫生
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
峰介绍，近日教育部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中小学应
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
程，小学一至二年级每周
4课时，小学三至六年级
和初中每周3课时，高中
每周2课时，不以任何理
由挤占体育与健康课程
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

通知指出，中小学校
要聚焦“教会、勤练、常
赛”，逐步完善“健康知
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
运动技能”学校体育教学模式，让
每位学生掌握1—2项运动技能。
创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鼓励学生
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积极参加
足球、篮球、排球等项目的训练。

通知还要求，要把体质健康管
理工作纳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的评价考核体系。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要高度重视体质健康管理
工作，建立日常参与、体育锻炼和
竞赛、健康知识、体质监测和专项
运动技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机制，
积极探索将体育竞赛成绩纳入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

王登峰表示，此次通知文件出
台的背景，在于进一步深入推进教
学改革。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课外锻炼实效持续改
善，校园体育文化蓬勃发展，95%
的学校能够保障学生在校每天一
小时体育锻炼。

不知何时，跳绳、跳房子、
踢毽子、打弹珠等儿童游戏在
学校课间消失了，除了体育
课，操场上很难看到学生跑跳
的身影，不少学校课间10分钟
鸦雀无声。

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课间竟
然不能下楼“撒个欢儿”？前不久，
笔者调查发现，课间“圈养”的情
况在全国各地中小学校并不鲜
见。不少学校以强调纪律为名，想
方设法地让好动的小学生安静下
来，美其名曰“文明休息”。

在海口某小学，学校要求
老师上完课后不得马上离开教
室，下一节课的任课老师须提
前几分钟到教室，实现“无缝
对接”，以便让“老师的管理”
延伸到课间。同时，每个楼层
还安排值日老师，课间在楼道
内巡查。

有的学校则由少先队大队
部干部组建值日团队，课间对
每个班级进行评比，该评比与
每个月的文明班级评选结合，
一旦发现某班学生追逐打闹，
大队部就给该班级扣分，这就
等于是损害了班集体的荣誉，
而孩子们被施加了无形的压
力，便自觉地不再嬉戏打闹。

“学生课间活动的最大半
径：教室外的过道”“比体育老
师更尴尬的，是没有课间10分
钟的孩子”“孩子在教室里一坐
一整天，见不到阳光”……家长
们纷纷呼吁：把课间10分钟还
给孩子，让他们
能出教学楼玩耍
一下。

（《半月谈》
赵叶苹）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学生
在课间适当活动，不仅有助于调整
状态，更有利于他们身心发育和创
造力发展。现实中，课间圈养的情
况在各地中小学校普遍存在，小学
则尤为突出。有家长反映，一次趁
课间给孩子送东西，发现整个学校
都安静得很，以为来错了时间。

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课间为啥
不能下楼“撒个欢儿”？课间 10 分
钟究竟该如何还给孩子？

就客观条件而言，以前不少学校
是平房，课间到操场上撒欢儿很容
易，但是现在全是楼房，三楼以上的
孩子刚下来恐怕就得考虑上去了。

当然，关键问题是学校的管理模
式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不少学校以
强调纪律为名，认为安静才是有纪律

的体现，加之现行
的评价体系把教学
成绩当作衡量教学
质量的唯一标准，
成绩好是王道，把

课间10分钟用来提升成绩，效果还
是显而易见的。

另一方面，学校的安全责任更
是“压力山大”。一些学校只好无奈
地作出“不准在室内大声说话或谈
笑、不准出教学楼、不准在室外高
声说话和嬉戏打闹”之类的“约法
三章”。不让学生出去打闹，固然有
效降低了学生受伤的可能性，却只
能委屈被“圈养”的孩子们了。

家长心心念念“把课间 10 分
钟还给孩子”，然而一旦发生意外
就“学校需负责任”。要想让孩子在
课间 10 分钟尽情玩耍，必须切实
解决学校的后顾之忧。

对此，北京、上海、湖北等多地已
经出台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条例，从法律层面对事故各方责任进
行了严格界定，为校方管理松了绑。
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还应该考虑成
立专门机构规范处理校园意外应急
事件，避免学校与学生家长直接面
对，让校方安心开展课间活动。

此外，还有必要建立起赔偿责
任机制，以应对学生意外事故。在
这方面，几年前上海的探索或许颇
具借鉴意义。为破解“家长怕受伤、
学校怕担责”这一全国中小学校的
共性难题，上海在全国试点推出专
门针对校园体育运动意外伤害设
计的校园基金，以进一步健全体育
运动伤害保障机制，鼓励和动员广
大青少年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而且，基金保障范围较之以往学校
单方面以校方名义投保的学校责
任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后者以校
方“有责任”为赔付基础，而基金则
以意外运动伤害事故的发生为依
据，不涉及学校及学生的责任认
定。也就是说，学生在校园运动伤
害事故中受伤，无论学校是否对此
事承担责任，基金都会予以赔付。

少年强则国强。孩子需要不断
提升知识水平，也需要适度释放天
性、野性。允许孩子在课间10分钟

“嗨”起来，应当成为共识。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花果园第三小学开展“红领巾心
向党”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党史
故事分享会、红领巾广播、红色
剪纸、红色版画创作等形式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让百年党史浸
润青少年心田，赓续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图 1：在贵阳市
南明区花果园第三小学党史故
事分享会上，一名少先队员在与
同学们分享红色经典故事。图
2：在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第三
小学党史文化长廊，党员教师
徐辉在给学生们讲解党的相关
知识。 赵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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