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业多、睡得晚、压力大，现在的中

小学生太辛苦了，甚至比上班的家长还要

辛苦。” 家长周女士说，她的孩子如今上五

年级了，在她的记忆中，自从孩子上学之

后，每天的睡眠都无法保证 10个小时。

周女士表示，孩子除了学校布置的作

业外，补习班也有不少作业。 她的孩子做

作业比较慢，每天需要 3 至 4 个小时来完

成作业， 有时孩子做到晚上 10 点都没有

完成。

在部分家长看来， 在升学压力下，孩

子们每天早早就要起床上学，放学又得去

各类补习班，回家还有大量的作业，睡眠

不足是常有的事。 如果早上能够晚点去学

校，让孩子多睡几分钟，是再好不过的了。

据悉，2015 年 6 月起， 教育部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中心在全国组织开展务义教

育阶段学生教学学习质量、体育与健康监

测。 此次监测在全国 31 个省 （市、 自治

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了 323 个县

（市、 区） 的 114076 名四年级学生和

76991名八年级学生作为监测对象。 监测

结果显示，教学学业成绩与过重的学习时

间不成正相关关系，相反，在一些县出现

了负相关情况。

据贵州省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

布的数据，贵州省四年级学生能按教育部

规定保证每天睡眠 10 小时的比例为

22.0%，低于全国均值 8.7 个百分点；八年

级学生能按教育部规定保证每天睡眠 9

小时的比例为 14.2%，低于全国均值 2.4个

百分点。

贵阳市云岩区某小学高级教师杨老

师表示，其实，影响学生学业成绩有几个

重要因素，包括兴趣、习惯、方法、环境等。

贵阳的小学生作业量并不算多，应该能在

晚上 9点之前完成所有的作业。 只是不少

家长都为孩子们报了补习班，学校作业加

上补习班作业，双重压力才会导致因课业

繁重而休息不足。

杨老师建议，家长应抛弃“学习好就

是优秀”的观点，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注

重各种能力的培养及身心的健康发展，还

孩子一个轻松愉快的童年。 同时，他倡议

各科教师互相协调， 使作业总量得以均

衡，让小学生巩固所学知识的同时还能自

由支配时间，尽量使作业留在“适量” 范

围内。

“娃娃到校时间推迟了，但

是我们上班的时间并没有延

后。 ” 另外，也有部分家长提出

了自己的担忧，每天送完孩子去

学校还要去上班，如果孩子进校

时间推迟，根本没有办法让自己

准时上班。

家住未来方舟的陈先生，他

家孩子正读初一，为了保证自己

上班不迟到，且能把孩子送到学

校。 每天他都要求孩子 6 点 40

分之前起床，然后 7 点半左右把

孩子送到学校，之后自己再去金

阳上班。 他说，虽然知道让孩子

提前半个小时到校有些安全隐

患，但迫于无奈，他也只能让孩

子在学校门口等着校门打开。

针对这种顾虑， 贵州省教

育厅要求，由于部分特殊职业的

家庭的需求，以及因交通等原因

学生提前到校的，学校应采取更

加人性化的措施，提前开门让其

进校，并要做好安全工作。 也就

是说，学生只要不晚于规定时间

到校，都是符合要求的，学校应

当提前开门，让因各种原因提前

来学校的学生进校，而不能片面

地理解为到了规定时间才开门。

但是，学校和教师不得在规定的

上课时间前组织进行统一的教

育教学活动，也不得变相要求学

生提前到校，以保证学生充足的

睡眠时间。

贵阳市甲秀小学汤瑞老师

表示，省教育厅要求，小学生到

校时间不得早于 8 点，初中生不

得早于 7 点 50 分， 每天在校集

中学习时间小学生不得超过 6

小时， 初中生不得超过 7 小时。

这一规定，从指导意义上就是要

求老师、家长更加关注学生的睡

眠质量和身心健康，不能仅仅只

看学习成绩，这是非常好的。

汤老师说，学校的上课时间

都是根据教育部门综合考量之

后决定的，贵阳市南明区、云岩

区等区域内的小学都是八点十

分上课。 近几年来，甲秀小学要

求学生到校时间为八点零五分，

但是 7 点 30 分左右， 就会有家

长陆续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由

于担心孩子们的安全，学校每天

还安排了值日老师进行平安护

学，组织早到学校的学生参与阅

读、早锻炼等活动。

本报记者 谢孟航

实习生 郭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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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魔法展示，让我们一起进入魔幻世

界” ，干冰端上来后，马上舞台上烟雾缭绕，如

同魔幻世界。 3月 4日，在贵阳市鸿通城一楼，

正元教育 7+1 儿童创新俱乐部， 开学的第一

天，老师为小朋友展示科学的奥秘。

现场的老师向小朋友们解释说，干冰是二

氧化碳的低温下的固态， 当干冰在常温下，由

固体变成气体时吸收大量的热，使周围空气的

温度降得很快，空气温度降了，它对水蒸气的

溶解度变小，水蒸气发生液化反应，放出热量，

就变成了小液滴，就是雾了。 这个和夏天冰棍

冒“白雾”是一个道理，都是小水滴，而不是气

态的其他物质。

当天，记者在现场看到，不仅有老师为孩

子们做科学实验，讲解科学原理，还有小朋友

自己动手做手工，用硬纸板制作坦克、越野车

等。 这几个小朋友大约六七岁的样子，在老师

的培养下，不到半年，就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模

型。舞台上，孩子们钻进自己制作的模型，像驾

驶真的越野车、坦克一样，很是威风。

据 7+1 儿童创新俱乐部负责人魏先生介

绍，现在孩子缺乏动手能力，通过制作模型，搭

建房屋等方式，让孩子在快乐玩耍中提高了动

手能力，感受科学和知识的魅力，感知学习的

乐趣，帮助孩子们养成思考、实践的科学精神

和人文情怀。 本报记者 孙征康

为解决好校园及周边食品生产经

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安全隐患，进

一步提升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单位食

品安全水平， 以保障广大师生的饮食

安全， 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日前

开展了 2018 年春季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检查行动， 对学校食堂及校

园周边餐饮经营单位、 商店食品安全

进行仔细检查。

此次专项行动， 执法人员集中力

量对辖区学校食堂进行全面的隐患排

查，重点检查食品留样情况、食品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台帐建立情况及学校

食堂“三个严禁”的落实情况。对排查

出的食品安全隐患督促其立即整改，

以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同时，该局将强化日常监督巡查，

严格核实学校食堂及其周边餐饮服务

单位经营条件、持证经营情况、从业人

员的健康情况， 坚决取缔无证无照经

营户，严把人员健康关。

还督促学校及其周边餐饮服务单

位做好自查工作， 填写学校食堂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自查表和签订食品安全

责任书，并发放监督意见书，督促餐饮

服务单位树立食品安全意识， 为校园

食品安全提供进一步的保障。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南明区市场监管局

专项整治

校园食品安全

3 月 2 日， 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

节。 花果园第三小学举行“欢天喜地

闹元宵”主题系列活动，让学生感受传

统习俗的幸福味道。

在花果园第三小学活动现场，学

校学生通过包元宵、挂灯笼、猜灯谜等

活动，感受元宵节习俗中的喜庆氛围，

挖掘传统节日内涵， 激发对传统文化

的热爱。

据悉， 二戈寨社区也举行了类似

活动，在活动现场，参与活动的群众掷

球进框、夹弹珠、文艺舞蹈表演等传统

习俗活动与元宵节走访慰问活动交相

呼应， 让群众在元宵节中感受浓浓的

幸福味道和社区送去的温暖。

韩圣武 本报记者 孙维娜

花果园第三小学

欢度元宵佳节

感受传统年味

开学第一天 孩子们就爱上了科学

正元教育 7+1儿童创新俱乐部

“省教育厅将检查义务教育学校作息时间”引社会热议：

保证孩子睡眠 已成社会共识

学习太重

不利于学生进步

省教育厅将开展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息时间专项检查，关于

早上到校时间，小学不得早于 8 点，初中不得早于 7 点 50 分（本报曾报

道）。 据了解，新学期开始，为减轻学生负担，保证小学生每天 10 小时、

初中生每天 9 小时的睡眠时间，贵州省教育厅再次对全省义务教育学校

作息时间提出了明确要求。 消息一出，立马引起了贵阳家长的关注和讨

论。 有的家长点赞欢喜，但有一些家长表示了担忧。

因地制宜 满足特殊家庭需求

相关

阅读

“小学生作业时间超过晚上

9 点， 初中生作业时间超过晚上

10 点，如果还没有做完，对剩下

的作业，学生可以选择不做。” 杭

州上城区教育局副局长王莺对

记者说，“推出中小学生作业管

理标准，也是为了切实减轻学生

负担。 推迟到校是一方面，让学

生早一点睡觉，同样重要。 ”

而拱墅区将在新学期开学

那一天，向全区初中生家长发出

倡议书：晚上 10 点后，老师布置

的作业没写完， 孩子可以不做，

只要家长签上字，第二天交给老

师即可。

2 月 28 日， 赶在开学前，上

城区教育局召开会议，主题是关

于进一步改进与加强中学学生

作业管理。 从作业的布置、批改

和监控等方面，上城区都要保证

小学生晚上 9 点前，中学生晚上

10点前能够与作业说再见。

首先严格控制作业总量。 小

学一、 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

业；小学其他年级每天完成书面

作业的总时间最多不超过 1 小

时；初中学生每天作业时间控制

在 2小时之内。 学校须按年级做

好课后作业量的学科平衡工作。

其次倡导教师自主编制作

业，合理改编现成作业，杜绝不

加选择地成册、 成套布置作业，

不得要求家长打印作业。 钱晚

除了晚上学 还可早上床

杭州市上城区和拱墅区为保证孩子睡眠也是拼了：

视觉中国供图

看好了，超过

9 点，剩下的作业

你可以不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