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前孩子周末的时间都被各

个补习班占得满满的， 自己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说， 也觉得亲

子时间少了很多。 ” 白女士的小孩

就读于省府路小学三年级，“双减”

政策出来以前，每个周末，她都是陪

孩子上各种补习班，不仅花钱，还耗

费大量精力， 根本没有时间陪孩子

好好玩。 现在“双减” 政策出来后，

一到周末， 他们一大家子可以去吃

吃东西，逛逛附近公园。 白女士说：

“有了大把的闲暇时光陪着孩子，

看着他快乐成长， 我很享受这样的

时光。 ”

白女士表示， 家庭是人生的第

一个课堂，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如今，孩子从繁重学业中脱离出

来，家长也应该明白，“双减” 不能

减责任，要珍惜可贵的亲子时间，做

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罗先生有两个读小学的孩子，

每个周末， 他负责接送孩子们去不

同的舞蹈机构学习，他说：“两个孩

子从小就喜欢跳舞，儿子喜欢街舞，

女儿喜欢民族舞和爵士舞。‘双减’

之前，周末行程都满满的，又是学科

辅导又是兴趣班， 现在周末都是开

开心心来放松，只对兴趣负责，孩子

们跳起舞来也更加投入了。 ”

罗先生表示， 现在孩子学习的

都是他们感兴趣的，没了抵触情绪，

他和孩子们的相处和谐了许多。 不

像以前， 一说去上课， 各种磨蹭拖

拉，不搞得鸡飞狗跳就出不了门。

黄女士一家对于孩子的培养一

直遵从顺其自然的原则，在“双减”

之前，她就秉承着“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 的准则，常带孩子到处旅游，

从来没有给孩子报过学科类的辅导

班，只报了一些乐高和编程课。

“在以前，看到别的孩子上各

种学科类补习班，我还是有点焦虑，

有时候会问自己， 这样会不会害了

孩子？在这种焦虑情绪下，孩子一旦

成绩考砸了， 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

来，和孩子相处不是那么和谐。现在

‘双减’ 政策出来了，自己彻底放松

了，焦虑情绪自然一扫而空，和孩子

相处也更融洽了， 再也没有吼孩子

的情形出现。 ” 黄女士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 田野

家长：孩子健康最重要

提起“双减” 政策，贵阳市实验

小学四年级学生李唐熠的母亲唐雨

表示，她由衷地支持。作为学生家长，

同时也是一位大学英语教师， 她认

为，“双减” 以前， 教育内卷比较严

重，一到周末，身边的很多家长恨不

得给孩子报五六个补习班。“家长害

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一味强加给

孩子许多学科类补习内容，孩子不但

消化不了，久而久之，还容易产生厌

学情绪， 从而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

探索能力。 ”

令人欣慰的是，“双减” 之后，家

长们从容了一些。 “即使要报兴趣

班，我也会征求孩子的意见，周末也

更加注重亲子陪伴时间，带孩子去郊

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感受生命之

美，保持健康快乐的成长状态！ ” 唐

雨说道。

同样，贵阳市实验小学吴蕊彤的

母亲许婧也认为，“双减” 之后，焦虑

确实是减少了很多。 她认为，孩子们

处于同一起跑线，很大程度实现了教

育公平，也更倾向于让孩子自觉地学

习，通过努力，在学校多思考、不懂就

多问，达到她自己的目标，考上理想

的大学，而不是过多地依赖校外培训

平台。 事实上，“大家现在都处在适

应政策的阶段，学校、家长和孩子要

慢慢磨合，寻找帮助孩子既能学到知

识，又能玩得开心的平衡点。 ” 许婧

说道。

培训机构：迅速反应并转型

在贵阳市校外补习机构较为集

中的亨特国际附近，记者来到新东方

教学点，曾经填满初中、小学学生的

课室，如今空空如也。 现场工作人员

说，因为只能周一至周五上课，报学

科补习的孩子大大减少，他们大多从

语数英三科全报，减少到报一科或者

索性不报。

接着，记者走访贵阳新东方多个

教学点，国际英语补习班、周末托管

服务正在招生中。据现场工作人员介

绍，托管主要是针对小学生辅导校内

作业以及安排阅读、 艺术等相关课

程。

例如，在贵阳有三家分店的安特

思库成长馆校外培训机构，对于“双

减” 政策，他们已迅速反应并转型。

一周前，记者在某外卖平台上查询到

该机构开设有较多的数学等学科类

培训课程，现已被咏春拳、中国武术、

AI机器人编程、软 /硬书法等兴趣课

程替代。

在周末走访贵阳市各类素质班

时，记者也发现，除篮球、游泳、足球、

舞蹈等热门项目外，一些小众项目如

编程、钢琴、小主持等，报名人数也显

著增加。

专家：要“减”也要“增”

针对“双减” 政策，贵州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王婧认

为，要“减” 也要“增” ，给应试教育

降温，同时也要给素质教育增温。

王婧表示，“双减” 政策必然是

一个有助于学生成长，有利于中国义

务教育发展及人才培养的举措。以往

“填鸭式” 的教学，“唯分数论” 的教

育观念， 带给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

学习成为考分制度的“军备赛” 。 而

非考试科目的素质教育被忽视，例如

学习兴趣、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学习

能力以及情商和人文素养的培养。

“过去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很少

会问孩子的兴趣是什么，传授的多是

考高分的应试技巧。 ”王婧说道。

在王婧看来，教育是一个系统性

工程，在中国教育资源分配较为公平

的背景下，“双减” 将带来更加深远

的意义。“双减”只是一个开始，它还

将持续性探索如何培养、选拔尖端人

才， 满足社会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比

如培养众多实体行业所需的高质量

技工，也就是蓝领、灰领。关注社会真

正需要的人才结构和学习能力，而这

样的人才是无法通过大量的应试技

巧能力培养而成的。

同时，王婧还说，教育改革需要

持续性地探索。 “双减” 在借鉴德国

分流制的过程中，也要结合本国国情

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教育资源和教

育方式， 探索出更加适合中国社会、

中国孩子健康快乐地学习与成长的

路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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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组织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演练

公 告

一、警报试鸣时间

2021 年 9 月 18 日（星期六）上午 10 时 00

分至 10时 15分。

二、警报试鸣范围

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

观山湖区、清镇市、修文县、息烽县、开阳县、高

新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保税区、

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

三、警报试鸣信号

预先警报信号：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 3

遍，时间 3分钟；

空袭警报信号：鸣 6 秒、停 6 秒，反复 15

遍，时间 3分钟；

解除警报信号：连续鸣放 3分钟。

三种警报信号间隔时间为 3分钟。

警报试鸣期间，希望广大市民不要惊慌，保

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2021年 9月 13日

为提高全民国防观念，增强防空意识，提升市民的防空防灾技能，加强居安思危宣传教育，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按照《贵州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建设管理规定》要求，市人民

政府决定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一次防空警报试鸣演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为方便市民办理社会保障卡业务，从

2021 年 9 月 16 日起市民申领社会保障卡或

勘误卡面信息， 可持本人身份证到我市贵阳

银行即时制卡网点一次性办结， 无须到照相

馆照相。 之前在照相馆取得的社会保障卡电

子照片回执单， 可继续使用至 2021 年 10 月

29日。 详情可咨询 12345、96033。

关于优化社会保障卡

服务流程的通告

贵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数据管理中心

2021年 9月 13日

富源大厦交房通知

尊敬的富源大厦业主：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富源大厦已竣工，请

各位业主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起携带业主身

份证、购房合同、购房款收据（原件）办理收

房手续。 咨询电话：0851-86864100。

特此通知

贵阳福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15日

★新闻观察

“叮铃铃”“叮铃铃”……

9月 11日，周六，早上 7点，涂一

淳被闹钟“喊” 醒，她随意洗了一把

脸，迅速穿上运动服，抓起羽毛球拍

就往外跑，她跟小伙伴约好了早上一

起打羽毛球。这个 13岁的阳光少女，

是贵阳市第一实验中学的八年级学

生，自打升初中以来，从来没有一个

周末这么轻松过，以前的周末，都是

在各种培训班中“磨” 。

涂一淳在小区和小伙伴打了半

个小时羽毛球后，又跟着爸妈一起绕

着小区慢跑了几圈。 回到家，是早上

8 点 30 分，涂一淳冲了个澡，感觉一

身舒爽，然后一家三口坐在餐桌前吃

起早餐，中午再去看外公外婆。

“外婆家的小区里有许多小伙

伴陪我跳绳、做游戏，也有很多好吃

的，以前一个月才能去玩一次，现在

每周都可以去，特别棒！ ” 涂一淳兴

奋地说道。

同样在这一天，贵阳市实验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葛雨烜也起得很早，上

午 9 点，已经背上绘画板，小跳着走

出小区去学习美术。 令他开心的是，

今年开学“双减” 落地后，他不用再

去上语文和数学校外补习班了。

“我很喜欢画画、阅读和编程，

周末不补语文和数学后，给了我很多

时间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看自己

喜欢的书，那本《中国上下五千年》

的书实在太吸引我了，我要赶紧把它

看完。 ”

上午 10 点，在编程兴趣组，贵阳

市实验小学四年级的李唐熠已经跟

其他小伙伴忙了一早上，他们正在尝

试完成一个游戏拼搭，“将小小的积

木块拼成很长一串代码，然后激活游

戏程序的瞬间， 会有很强的自豪

感。 ”李唐熠说道。

下午 1 点，涂一淳围坐在外公外

婆身旁，手里拿着零食，吃着吃着就

睡着了， 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房间，这

是一个慵懒安静的午后， 她睡得很

沉，恬静自然的笑容挂在她的脸上。

下午 2 点， 就读于贵阳市第一

实验中学的八年级学生杨芷萱出动

了，对她来说，这个学期“简直不要

太美好” 。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素

描，但升初中后被搁置了，现在又能

重新学习了。 虽然从小就对绘画非

常感兴趣，但是上初中后，每个周末

都被语文作文班、 数学和英语补习

班填得满满的，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

力去学习喜欢的绘画。

“今年‘双减’ 后的生活确实有

很大变化，孩子真是好久没能尽情地

玩了， 上周终于带她去黄果树玩一

趟。作为家长也不想给孩子那么大压

力，报那么多补习班，但孩子自己也

有危机感，身边的同学都在补，担心

不补会落后。 ”杨芷萱的母亲敖女士

说道。

下午 4点，贵阳市实验小学的吴

蕊彤穿戴整齐， 背上心爱的小提琴，

嘴里哼着歌儿， 一路蹦蹦跳跳的，很

快就到了学小提琴的地方。“我太喜

欢小提琴了， 能拉小提琴就很快乐。

小提琴是‘乐器王后’ ，多拉小提琴

还可以让手指变灵活。 ”

下午 5点，杨芷萱恋恋不舍地从

绘画室里出来，绘画课只有一个半小

时，3 点半就下课了， 但杨芷萱越画

越起劲， 不知不觉画到了 5 点钟，在

老师的提醒下才想起回家。

“沉浸在素描里， 时间都停止

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很享受、

很满足。 ”杨芷萱说道。

傍晚 6点， 吴蕊彤的小提琴课

结束后， 跟着父母去吃了美味的晚

餐，接着又来到家附近的一家书店里

看书， 最后一家三口去公园散步，结

束美好的一天。

“周日又是值得期待的一天

呢。 ”吴蕊彤说道。

这是贵阳市秋季学期的第二个

周末，也是“双减” 政策落地之后，孩

子们真正感受到快乐的周末。在这一

点上，家长们的感受更深刻，以前的

周末，经常看到孩子闷闷不乐，有时

还气鼓鼓地走在上补习班的路上。现

在一到周末，孩子就非常开心，整天

都乐呵呵的，为了早点出去玩，或者

上自己喜欢的兴趣班，还主动完成作

业，不再拖拖拉拉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静

“双减”下的周末时光

王婧老师接受采访 郑宇潇 摄

★链接

少了焦虑情绪

和孩子愉快相处

周末，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打球 田野 摄

孩子们周末在书店看书 田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