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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贵
州省中小学生减负实施方案》的通知，其中明确
小学一二年级不得留书面家庭作业，小学中高年
级、 初中每天书面作业总量分别控制在 1 小时、
1.5 小时以内……

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贵州省中小学生减负实施方案》

贵阳学生家长热议“减负”
搞一刀切
减负将成增负

学生达极限
期待减轻压力

如果减负政策不从高年段逐步
向低年段改变， 那么学生就不可能
有时间发展个性与特长。 贵阳家长
唐女士表示， 减负其实是教育政策
与教育现实的矛盾， 政策肯定是好
的，但是感觉不怎么现实。调整制度
为学生减负， 初衷肯定是希望学生
能够有更多时间提升综合素养，可
从实际情况来看，学生、家长的负担
却不减反增。因为，如果学生在学校
的负担减轻了，很自然的，校外的学
习任务便会增加。 减负教育是在小
初阶段，并没有对初中升高中、高中
升大学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 “义
务教育阶段谈的是素质教育， 可终
究中考、高考依旧是应试教育。 ”
“我们家长就是希望不要简单
地一刀切，不然减负只会给学生、家
长增加困难。 ” 在不少家长看来，如
果不想让孩子成为垫底的学生，学
校减负以后， 家长需要花更多的时
间、精力、金钱让孩子把学校不教、
少教的在课外补上。 因为每个孩子
都是有区别的， 对于一部分学生而
言是困难的， 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却
是容易的。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没有
考虑到孩子的差异性。
“如果只有我家孩子减负了，
而其他孩子没有， 最终我家孩子在
未来的竞争中还是处于不利地
位。 ” 另一位家长还表示，现在学生
学习的科目不少， 由于各个学科都
各有特色， 无奈家长掌握的知识面
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一旦减负政策
执行以后， 相当于把这样的重任推
给家长，各个学科都需要辅导，即使
有心也很无力。
现在都在提素质教育， 把学生
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
生， 我们家长也相信只有将知识与
技能融于一身的孩子才能更好地应
对各类“综合素质” 考试。 一旦减
负，孩子如果不上培训班，“综合素
质” 考试中的“抽象能力、想象力”
类考题根本无从入手， 仅靠教育大
纲下的课堂教育是不够的。 与减负
相比，“
多元化” 的教育培养方式更
重要。
“如果说有作业的约束，孩子
还能认真学习，减负后，作业少了，
孩子不就更贪玩吗？ ” 家长周女士
说，她家孩子明年就小升初了，如果
不趁机打好基础， 以后进入初中学
习跟不上， 就别谈以后还能读好的
高中，上好的大学。以前还可以根据
考试的排名、分数来督促孩子学习，
可如今孩子到底学得怎么样都不知
道了。

“现在学生的压力确实太大
了， 感觉精力已普遍到了极限，如
果能真正减负，那再好不过了。 ” 针
对此次减负令， 也有部分家长给予
了期待和认同，他们表示，现在很多
学生每天作业做到深夜， 小眼镜越
来越多，小胖墩也越来越多。由于学
业负担过重，孩子们的锻炼时间、培
养兴趣爱好的时间也随之减少，很
多学生在高强度的学习压力下，沦
为学习的工具，完全没有自主性。
贵阳一学生家长刘先生认为，
如果能慢慢调整政策， 大家都能理
性看待的话， 学生的精神压力将会
减少许多，有了自主时间，才能真正
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最重要的是，
有了充足的睡眠和锻炼时间， 孩子
们的身体素质才会越来越好， 从长
远来看，这一定是一个好趋势。
给学生切实减负， 不仅是家长
和孩子的心声， 也是教育回归正常
轨道的必然选择。记者了解到，现在
大部分学生离校后， 不是在家写作
业，就是在培训班上课，这给家长带
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刘先生说， 大部分家庭由于担
心孩子跟不上学习进度， 想让孩子
比别的孩子早一步， 或者不至于晚
太多，纷纷都会报各类补习班、兴趣
班，一个月就得花掉好几千，实在是
不堪重负， 这是家长过于焦虑导致
的。只要大家调整好心态，相信学校
是能够正面引导学生学到东西的。
记者 谢孟航

解读：减负方案很细致
方案明确，中小学校要加强对各科作业的统筹管理，严格控制每天的作业总量和时间，
小学一二年级不得留书面家庭作业，小学中高年级、初中每天书面作业总量，分别控制在 1
小时、1.5 小时以内，高中也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让家长代为批改
的作业，教师要做到有布置必批改、有批改必讲评。
此外，小学生每天在校统一集中教学时间不得超过 6 小时，初中生不超过 7 小时，
普通高中学生不超过 8 小时。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
配，培训进度不得超出所在中小学同期进度，不得留作业，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
考试次数和内容方面， 小学一二年级每学期学校可组织 1 次统一考试，义
务教育阶段其他年级每学期不超过 2 次统一考试， 普通高中实行学分制度和
省组织的学业水平考试，学校不得公布考生或班级的考试成绩、排名、中高
考升学率等信息。
方案还建议，家长要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选择适合的培训，鼓励支
持孩子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艺术活动。 要保证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
每天睡眠时间分别不少于 10 小时、9 小时、8 小时。
此消息一出，立马引起家长们的热议。 大部分家长看来，在“
高
考决定一切” 的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只要考核手段和评价标准不
评论：
改，升学压力依然在，所谓的减负就不可能实现。
不过，也有家长对减负充满期待，他们认为，政策肯定是
好的，大家不必过于焦虑，相信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学生的
发展。
记者 谢孟航

减负
应落到实处

减负不是 新 话 题 ， 每
次有新措施出台， 总能引起
新一轮争议。 近些年来，教育
主管部门的减负措施有增无减，
层层加码，可谓想尽办法；可另一
方面， 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非但没
有减少，在一些地方反而悄悄加码。
准确地说： 减负并非完全没有
效果，只是效果主要体现在课内。更
多的课业压力转移到了课外， 转移
到了家长头上。
虽然公办民办都是教育主管部
门在管， 但公办学校拿的是财政的
钱，师资视同公务员管理，教育主管
部门发文件，学校就得落实。公办学
校主观上也想提高教学水平和学生
成绩， 但在教育主管部门三天两头
的专项检查下，敢于“说一套做一
套” 的恐怕很少。
民办学校情况有所不同。 民办
学校收费比公办贵， 会努力抓学生
成绩、升学率，不敢轻易放手，采取
各种迂回办法给学生加压。 但在教
育主管部门的监督之下，民办
学校恐怕也不敢偏离太远。
主要问题在于，学校这头给
学生的负担肯定会减少，但
是不是就意味着孩子学习压
力减轻了呢？
显然不是。
不管增负减
负，有一个目
标是不变的，
就是最终要在高考成绩上见分晓。
哪个家长不希望小孩成绩好，不希

链接：多地发布中小学生减负令
无独有偶，上海、天津、浙江、重庆、厦门、宁夏
等纷纷出台一系列措施，为中小学生减负。
《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征
求意见稿)》公布了 33 条减负方案，拟规定
小学生晚 9 点、初中生晚 10 点经家长确认
可拒绝完成剩余作业，引发网友热议。
日前，重庆市教委等九部门联合发
布了
《重庆市进一步推进中小学生减
望小
负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提出严
孩今后
格规范中小学考试次数，小学只能
考 上 重
组织期末考试，初中只能组织期
点高中、上
中、 期末考试。 在家庭作业方
名牌大学？
面， 严格控制作业量， 小学
有了高考这根
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家
指挥棒，学校减
庭作业，三至六年级每天
负了，家长也不敢
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
松懈， 大部分会在
60 分钟以内， 初中每
课外“
找补” 回来。
天家庭作业总量控
另外，“不要让孩
制 在 90 分 钟 以
子输在起跑线上” 的心
内。
理，也导致了提前抢跑的现
象变本加厉。 小朋友从幼儿
园开始学奥数， 小学就把初中
课程学完。
因为高考指挥棒和 “不能输
在起跑线上” 这种意识，学校这
头是减了负，但学生负担却没
少。 只是，这加压工作要由家
长来做。 以前也喊了多年教
育减负，十几个政府部门联合
发文，三令五申，学生的课业
负担却一点都没减少。 这次，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让我
们拭目以待。
钱晚

抢跑

何时才能真正减负，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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