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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作业负担，减培训负担，构建
“教育新生态”

义务教育
“双减
双减”
”
政策落地
常州中小学校长、
常州中小学校长
、
家长怎么看？
家长怎么看
？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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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提到
多项“重磅”举措，包括“全面减轻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
业负担”
“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业，校外培训机构不
得利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
“双减”
《意见》政策力度之大、举措之细、目标之实，引发巨大的
社会反响。连日来，记者深入采访中小学校长、家长，一起聚焦“双
减”新政。
毛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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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让孩子在校生活多样化

校内学业负担减下来

【文件划重点】

【文件划重点】

分类明确作业总量。学校要确保小学1、
2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
业，
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
小学3-6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
不超过60分钟；
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严禁要求
家长检查、
批改作业。
学校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提高难度、加快进度；降低考试压力、
改进考试方法，不得有提前结课备考、违规统考、考题超标、考试排
名等行为；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

“文件明晰了‘一年有效减
轻、三年显著减轻’的具体目标，
作为学校教育者，既倍受鼓舞，
又深感责任重大。”明德实验中
学校长戴界蕾表示，学校是教育
教学的主阵地，也是落实“双减”
政策的主渠道。如何将“双减”
做得既有效且高效，需要学校、
家庭及社会各方加强沟通，切实
做 到 协 调、协 作、协 力 ，优 势 互
补，深度融合，真正形成一个以
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中心。一个
新型的教育共同体，是以校内循
环为主、校内循环与校外循环相
结合、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格
局的良好教育生态体系。正是
基于这种共识，明德在总结探索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已制定实施
《五项管理办法》，并取得了明显
成效。
清凉小学校长刘参说，新政
下，学校、老师们要进一步研究
学生，研究教学，让日常教学更
加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孩子的年
龄特点。

校内“减负”落到实
处，不断探索提升“作业
效能”
“期末复习阶段反复刷题，
做完校内的，还要应付校外机构
的。”儿子在市区某小学读五年

【大家谈】
学生的综合素养。
”

家长期待学校搭建
学生多元化成长舞台

【大家谈】
学校是落实“双减”
政策的主渠道，老师要
研究教学、研究孩子

保证课后服务时间。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
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
行“弹性上下班制”。

级的家长朱先生说，孩子写作业
时家里经常是鸡飞狗跳，希望政
策能落实到位，不仅给孩子、家
长减负，也能改善亲子关系。
刘 参 认 为 ，小 学 阶 段 的 孩
子，大脑、思维在不断发展中，应
浸润在更丰富和广泛的学习体
验中，如被刷题所包裹，不利于
其身心成长。
“家长或许有担心，
负担轻了，质量会不会打折？从
我们学校的实践来看，
‘轻负担’
下的学生，进入初中后发展得也
不错。”
秉持
“教育是一种生命关怀”
的理念，
局前街小学一直将
“减负
提质”
落到实处。今年，
学校在完
善 8 点半到校制的基础上，发布
“睡眠令”
，
进一步优化作业设计，
保证孩子每天有 10 小时睡眠时
间。赋予班主任作业删减权，当
作业总量超时，班主任可对当天
各科作业进行删减，并告知任课
老师。
朝阳中学校长殷涛表示，学
校应努力让学生从作业中生长
出“带得走的能力”。该校一直
把作业研究作为规范教学行为、
减负增效的杠杆，将作业布置纳
入集体备课的一部分，通过自编
学案倒逼教师精选精编，当堂练
习作为“问题化课堂”教学的一
个板块，部分学科分 2-3 个层次
布置作业，不断提升学生的“作
业效能”。接下来，学校将凝聚
共识，形成闭环运作，并在教师、
学生、家长间开展做作业论坛、
好作业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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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是双职工，孩子三
年级和上学期都参加了课后服
务，
每天下午 5 点多到校接娃。
”
市区某小学五年级家长陈女士
说，
课后服务切实解决了他们的
接送困难，
孩子在校基本能完成
作业，效率挺高。
“此前，课后服
务时段，学生基本以自主学习、
阅读为主，
建议学校可适当引入
优质社会资源，进行非学科培
训，既保证学习质量，也能提升

C

政府、社会、学校、
家长多位一体，进一步
做好课后服务
2019年，
我市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并列入当年
常州市民生办实事项目，
由市、
辖
市区联动实施。今年春学期，
全
市有326所中小学普遍实施课后
服务，
占比95.6%，
15万名学生参
加课后服务，
占比36.2%。
泰村实验学校是九年一贯
制学校，校长姚康民介绍，上学

期，
小学部有 120 多名学生自愿
参加课后服务，
学校按年段编了
3 个班。低年级学生在老师的
带领下进行体育游戏、安全教
育、手工绘画等活动，中高年级
主要是自主写作业。每天除了
值日老师进班，
还安排一名行政
老师值班。
“双减”政策实施后，
或许参与课后服务的学生有所
增加，
“我们考虑引进殷村职教
园的相关资源，
进一步丰富课后
服务的形式，
也希望家长们转变
思想，
支持、理解学校。政府、社
会、学校、家长多位一体，
进一步
做好课后服务。
”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文件划重点】
学科类培训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
严禁超标超前培训，
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
类培训，
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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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
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

【大家谈】
培训“降温”
，家长
喜大普奔
“政策的出台，真是喜大普
奔。”二孩家长陶先生表示，严
禁校外培训机构寒暑假、节假
日开展学科培训，家长、孩子可
以喘口气了。陶先生大儿子自
小升初的暑假开始上衔接班，4
年来，校外培训班就没断过，语
文、数学、英语、物理都上，大
班、小班都体验过，金钱、精力
消耗了很多，效果却有限。究
其原因，多少还是有盲目心理

和跟风心理。
“同学都在上，不敢
18%的人投了这一选项，
“预付
不上，如果没有培训班，那家长
费周期过长”
以13%的投票额位
可以让小孩根据自身情况安排
于其后，
“退费难”
“超纲教学”
“虚
学习、生活。”陶先生认为，如果
假宣传”
也被家长所诟病。对于
孩子在校内都学不好，别指望课 “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举
后就能补好。
措，
近7成的家长表示赞同。
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就
局前街小学校长李伟平表
“叫停”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做了
示，当下，校外学科培训愈演愈
在线调查，截至本周三记者发稿
烈，这不正常，不能形成校内、
时，2.38 万名家长参与调查，小
校外两套教育体系。课后时
学、初中家长占比 75%。85%的
光，孩子们就应休闲放松、活动
家长表示孩子正在上校外培训
游戏、与人交往，其间可以培养
班，
其中，
学科类占比超 4 成。家
一门兴趣爱好，也可进行体育
长报班时遇到的问题中，
“教育教
锻炼，孩子从中获得直接的实
学质量得不到保证”排在首位， 践知识，
培养必备的基本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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