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4
责编/朱忠诚 胡晓新 审读/胡红亚 美编/周斌

读宁波 2021年7月27日 星期二 广告

!"#$%&'
!"#$%&'()*+,
-./#012%34567$18$

9:;<=>?@A7?0A?B$7

()*+

!,-#%.#/012!"#$%#&!
3456

!!"#$%&'()*+,-.-/-

787$
!9:;)787<=>?@A???B
!CD787$EF>???>@AA

GHIJ
!J8KLMNGHO>PQ>ROQ>BS

!"#$ !"##$$$!
!"##$$$%

!"#$%&

!"#$ %&'( )*+, -%-.
/012 3456 789: ;<=8
>?
@A BCDEFGH!"#IFJKLMNOPQR

STDEUVW$%IXYZ[\] _̂%"R%"##̀

%&'(
! " # $ %

&'(()))*

'()*+,-
)*./012
CDEFGHIJKLM

NOPQRSTURVWX;
YZ[\]^U_`abcd
SefghijgkUlcd
Semnopqghrjsg
ktYZ[uv`a;
YZ[<=>!"#$%&"'())""

!"#$%&'()*+

,-./0123456789:;
<=>?@ABCDEF;/GHC.=
IFIJKLMN/OPQRS/TUV
UW=XYC/SZ[U\]'F *̂ _
`a.bcd?=>efghEijk
lmCno!pqrstu#((4=#(+
4vVwxy#!'4z{|wx=}~.
/=!"u)+#4"#$xS
+,-./01234)'55'6'78
(97*''7*6&'8(9':'''&()7

;<=>?@
ABCDEF?@

?@AB%&E'()
C.=*Q+,-.!/0
<S/12345=5678
9:;<=>?@=ABCD
n2EFGUHIJKL
0SCnoM??4NMOP4QR
wxSTUM?VW=0XMY
ZQRwxK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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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双减”政策来了
学生家庭作业怎么布置？？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个被称为“双减”的政策，关乎每一个孩子的教育，毫
无疑问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双减”政策重点分校内和校外两个层面。校内方面，要进一步提升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并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使学生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校外
方面，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行为，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
非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
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长期以来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有望得到矫正。那么，学校、家长和培
训机构又是如何看待“双减”政策的呢？不妨来听听大家的声音。

镇海区一所公办学校的校长告
诉记者，这次的“双减”政策痛击了
现在的教育痛点和难点。现在中小
学生的整体负担确实过重，学校减
负校外加负的现象一直存在，此次
政策如果执行到位，那么义务教育
有望迎来一个新的格局。“对于政
策，作为校长肯定是支持的，不过也
要考虑到以后老师们的负担问题。”

关于公办初中晚自习，这位校
长表示，等区教育局出台具体文件
后，学校会做好下一步安排。不过，
他说自己已经开始考虑了，毕竟这
涉及到很多具体操作上的事情。比
如老师的轮班制问题、一开始是坐
班还是巡班好、晚自习答疑如何安
排……这些都需要提前考虑起来。

“双减”政策中，如何“大力提升
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
足学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
题。海曙一公办小学校长认为，可

以从抓牢学生“身心学业”这个根
本，多方携手、言传身教；抓牢师生

“课堂效率”这个关键，精准定位，
因材施教以及抓牢学校“自主办
学”这个牛鼻子，科学评价、形成机
制等方面着手。

宁波市潘火实验中学校长颜军
岳尤为关注作业等“重锤”举措。他
认为，学校应当加强教师队伍的建
设，随时调剂学生每天家庭作业的
总量。

今后，课后家庭作业要更加精
挑细选。建议在作业设计上，由各
备课组统一把关。所设计习题做到

“五性”，即典型性、层次性、针对性、
综合性、多样性，尽量做到少而精。
成绩好的加做选做题。同时，作业
布置要分层，根据学生个体差异分
层布置。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差
异，教师深入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学
情，面批是最好的因材施教。

不过，也有少部分家长仍然
表示了自己的教育焦虑。

新三年级学生家长张女士一
接到记者电话就说开了：“当我第
一次看到这个政策时，我是有不同
意见的，其中有一条是‘休息日、寒
暑假不得开设学科类培训班’，虽
然身边的同事朋友都鼓掌叫好，但
我的考虑是培训机构变少了，是不

是我们家孩子的选择变少了。学
科类培训机构停了关了，那些兴趣
类的费用是不是会更高了？”张女
士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她担心，如果培训机构被一
刀切，更多的资源由地上转为地
下，普通老百姓更苦了，到处找资
源，还不一定能找对、找到。

记者 王伟 樊莹 林涵茜

减负的同时要让学习出效果

多数家长对“双减”政策表示
了欢迎，这里有一些是看到了教
育内卷严重影响孩子身心健康
的，有一些是被裹挟着不得不参
加各类培训否则唯恐落后别人
的，有一些是原本就很少参加校
外培训的。

孙先生的女儿在宁波东海实
验学校就读，即将进入四年级，作
为一名小学生家长，他认为“双
减”政策很有积极意义，强化了学
校育人主阵地，为学生健康成长、
释放潜能、多样化发展提供机会
和平台。他认为减负的重点不在

“减”，而是让学习更有效率，因地
制宜制定与各地教育水平相匹配
的配套政策。

孙先生注意到政策中明确

“学校布置的作业难题，确保不超
国家课标”“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
间讲新课”“严禁超标超前培训”这
些内容。“在‘赢在起跑线’的教育
狂潮之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

‘超前学习’的怪圈，改变中小学生
校内学习效率不高、校外培训过多
的不正常现象。”孙先生希望，校内
作为学生的主要学习场所，能真正
负起主体教育的责任，根据教学大
纲的规定动作，抓好学生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的教育活动。

“落实‘双减’工作，就是为
了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
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避免短视
化、应试化的教育，将时间还给
学生，鼓励兴趣和特长发挥，让
孩子成为‘有趣’的人。”

让孩子回归学校得民心

张老师是职高的一名老师，
孩子即将小升初，她说自己和孩
子爸都比较佛系淡定，幼儿园和
小学阶段从来没让儿子上过学
科类培训班，只学过篮球和游
泳。这个暑假第一次给孩子报
了个18天的学科培训班补一下
薄弱科目，每天培训半天，毕竟
要小升初了，同时也在上篮球课
和游泳，另外坚持每天早上跑
1000-2000 米，白天跳绳 2000
下，基本上每天保证2-3小时的
运动时间。

“这次双减，看到了国家立德
树人、坚守教育本质的初心，看到
了国家落实教育改革、保护教育

生态的决心，看到了国家对青少
年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的重视，
个人非常支持。让孩子回归学校
教育，把孩子交给老师，净化教育
环境，让人放心，也得民心。”张老
师说。

她同时提了两点希望：一是
自己尽管非义务段教师，但是深
知义务段教师的辛苦，希望上级
部门能将文件上的“上下班弹性
时间制”落实，保护义务段教师
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待
遇，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二是
希望能加强对游戏门户网站的
监管，减少游戏、手机等对青少
年身心发展的不利影响。

也有家长依然为培训而焦虑

义务教育有望迎来新格局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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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减负，，先把孩子的书包重量减下来先把孩子的书包重量减下来。。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