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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严控，小学一二年级不
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通知》强调要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
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
60分钟，初中则不超过90分钟。

“按照学校要求，三年级学生的数学作业
必须在20分钟内完成。”海口市滨海第九小
学数学教师曾媛媛说，作业设计应做到“因人
而异”，既要关注学习后进生和中等生，同时
又要关注学业优秀生，让学“困”生吃饱，让优
秀生吃好。“为避免作业一刀切的现象，学校
数学组提出了分层作业的设计方案，作业分
为必做题和选做题、基础题和思维训练题，学
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完成。”

在作业设计上，三亚市第九小学坚持科
学统筹学生作业结构和总量。“学校教研组团
队自主编写作业，包括促进运用与学生自我
体验的实践性作业以及重在合作体验的项目
性作业。”三亚市第九小学教学部主任孙杨介
绍，该校以学生的认知能力、实际发展水平为
依据，规定不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切
实减少简单记忆、机械重复的练习，精心选择
与学生基础相适应的、重在迁移运用的作业。

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教师布置作
业，看似常规简单的工作，实则充满了创造
性。不少学校管理者认为，教师只有在吃透
课标和教材的基础上，才能设计出符合教学
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作业。

为了布置少而精的作业，人大附中三亚
学校要求教师必须把给学生布置的练习册习
题先做一遍，从而避免学生作业数量过多、作
业质量不高的现象。“为了避免学生在题海中
游不到岸边，我们要求教师先跳进题海，才能
更好地引领学生跳出题海。”该校副校长李雅
杰说。

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教研室主任黄和介
绍，该校鼓励教师根据不同班级、同一班级不
同层次的学生进行分层布置作业，严禁一刀
切，随意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

让红色教育深入学校课堂，利
用特色平台开展多彩活动，引导少
年儿童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
光辉历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情怀，是我省中小学校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做法。

丹青书盛世，翰墨颂党恩。日
前，海口实验中学初中部举行庆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学生书画作
品展，展出该校学生绘画作品312
幅、手抄报作品416幅。这些作品
以讴歌建党百年丰功伟绩、弘扬红
色文化精神、展现海南自贸港建设
成果、展现海南文化特色和风土人
情为主题，充分展示了该校学生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6月26日，2021年“童心向党
家书传情”三亚市中小学生书信征
集活动颁奖仪式在三亚市图书馆
举行。三亚市第七小学学生俞又
嘉在信中讲述了其曾祖父16岁参
军入党，多次死里逃生，变卖家产
支持抗日的家国情怀。“我的曾祖
父是一名地下党员，因为身份特
殊，哪怕是一张相片都没能留下。”
这封充满真情实感、闪耀着家国情
怀的信令人动容。三亚市妇联主
席张利介绍，该活动以书信小切口
折射时代大主题，引导中小学生学
党史、学国史、写家书，讲好家庭故
事，献礼建党百年。

近日，海口市滨海小学举办
“礼赞建党百年，歌颂伟大中国”活
动，700余名学生摆出数字“100”
的造型献礼党的百年华诞，用生动
形象的方式引导青少年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为未成年人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打牢
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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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子到芯片
感受大学礼物的“心”意
■ 王石川

“即将开启人生新旅程的新一届南开人，请
领取你的‘建党百年特别版录取通知书’”，近日，
南开大学官微晒出新版通知书。据介绍，将随通
知书一并寄出的是两粒来自嘉兴的莲花种子、一
枚写有“不负韶华”的书签，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南
开大学毕业的第一名研究生李正名先生的亲笔
信。同一天，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典礼上亮
相的“神秘毕业礼物”也冲上热搜。西电送给毕
业生的是带有该校自主设计生产硅基芯片的相
框，相框很有科技含量——无须充电。

一迎一送，两种礼物，均有创意，让人难忘。
对这样别致的礼物，收到的人一定能够读懂其中
蕴藉的真情实意，从而好好典藏，从中汲取力量。

有网友说，这样的礼物很“用心”。用心体现在
哪里？礼物展现了匠心之美，人们可以通过礼物看
到高校的价值追求，看到高校对学子的殷切期许。
比如，南开通知书附送的两粒种子，来自浙江嘉兴，

“（它们）徜徉于南湖的红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亦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乘风破浪、扬帆远
航！”对于被南开录取的学子来说，尚未迈进南开校
门便能感受到南开的教育理念，如此新颖的“第一
课”将带给他们很多思考。

同样的逻辑，西电给毕业生送“魔法相框”也
大有深意。无论相框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寄语，还是附赠小诗“母校是一块小小的魔法
相框，我在外头，思念在里头”的深情，乃至校长
在致辞时的期许：“奋力奔向国家最紧急、最紧迫
的‘卡脖子’关键问题，勇于揭榜挂帅，力争在中
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中有所作为……”恐怕都
会在毕业生心中掀起波澜，激励他们在国际科技
竞争中奋楫争先。

一定程度上说，这种迎新礼物和毕业礼物都
称得上大学教育理念的具体表达。教育，不只是
课堂上的谆谆教导，也不只是课下的耳提面命，
还应该包括那种润物无声的教诲，以及像这种巧
妙安排的“送礼”。礼物虽小，却有大义，有深情，
有清晰可见的教育观。

由此，很容易让人想到大学何为，想到大学
精神，想到何谓大学。有人说，所谓大学者，非
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还有人说，何
谓大学？非大厦也，亦非大师也，乃大度也。这
两种说法都很经典，都有令人信服的道理。今
天我们理解大学，还应直面最基本的一点，即大
学还是应该有使命感的，应该有高层次的精神
抱负的。

进而言之，大学不能把自己变成教育培训机
构，也不能变成职业培训所，多年前就有学者说
过，“职业培训”不是大学的宗旨，大学的主要任
务是培养学生的修养、眼界、趣味。把年轻学子
招揽了过来，就应该有聚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担
当，让他们敢于面对世界的深刻复杂变化，善于
面对信息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让他们站得稳、
立得住，有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的底
气，让他们葆有开放心态、具有世界眼光、拥有时
代担当。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不妨把
两所学校的迎新礼物和毕业礼物当作“信物”和

“约定”。可以判断，那两粒莲花种子一定会在新
一届南开人心中扎根发芽，那带有芯片的相框也
一定会在西电毕业生心中长存。志存高远，求真
笃行，若干年后，当这些学子回头看“信物”，一定
颇为感慨。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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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等四省份大学生
可跨地跨校修读学分

500名左右高水平教师可跨省（区）互聘，
约30万名大学生可跨校修读1000门精品课程
……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
（以下简称三省一区）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文
件，推进普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在学生联合
培养、教师互聘、协同创新、国际交流等方面加
强合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构建三
省一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在加强学生联合培养方面，三省一区高校
将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优化学科专
业结构，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交叉学科；协同
开发精品课程、案例、教材等教学资源，实现优
质教学资源共享；开展本科生、研究生联合培
养，建立学分互认制度等，实现约30万名大学
生可跨省跨校修读1000门精品课程。

三省一区将开展教师互聘交流活动。通过
省际、校际教师互聘、干部挂职、跨校组织创新
团队等方式，实现500名左右高水平教师省际
校际互聘交流，解决高校人才结构性短缺问
题。同时在学科专业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加
强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教师培训、青年教师专
业成长和学生毕业实习指导等方面加强合作，
提升区域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整体水平。

此外，三省一区还将在高校协同创新、国
际交流方面开展合作，包括打造一批高水平重
大科研平台，实现平台资源共享；联合申报重
大项目，协同攻关；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三省一区将组建跨学
科专业联盟30个左右、校地校企研究院50个
左右。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莹 李双溪）

日前，在海口
市琼山第二小学五
年级 8 班的教室
内，85 岁的老党
员、退休教师王秀
凯为学生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党课。讲
台上，他用鲜活的
事例和通俗的语言
给孩子们讲解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少
年先锋队的发展
史。讲台下，学生
们听得聚精会神，
不时好奇提问。

举办红色主题
班会、读书会、宣讲
会；打造党建活动
中心，组建学生讲
解员志愿服务队；
观看红色电影、唱
红歌，举办书画展、
摄影展、音乐会，开
展红色研学活动
……近年来，我省
中小学校依托特色
平台通过形式多
样、特色鲜明的党
史学习教育，让学
生深入了解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省
中小学校注重发挥榜样的力
量，带领学生们回顾革命先辈
的峥嵘岁月，聆听老党员的先
进事迹，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

今年3月底，海口市第十
四中学的学子们端坐在操场
上，聆听“国旗下的微宣讲”，
了解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当
天活动的主讲人、海口市第十
四中学校长李安平为广大师
生讲述了革命烈士赵一曼的
英勇事迹以及她写给儿子遗
书的故事，师生们认真聆听，
感触颇深。

该校初二学生符珈溢激
动地说：“革命先辈抛头颅、洒
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我们要倍加珍惜，努力
学习，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
统，长大后为祖国建设奉献自
己的力量。”

今年4月底，海口市琼山
第二小学开展“党员家长志愿
者进课堂”活动，为93名来自
不同工作岗位的党员家长颁
发聘书。他们走进课堂成为
党史宣讲员，与学生们重温红
色历史，学习革命前辈不怕艰
苦、不怕牺牲的精神。

海口市琼山第二小学相
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通过
家校合力的方式，凝聚家庭和
学校的红色资源，让红色文化
代代传承。

“大家好，接下
来我为大家讲解中共琼崖
历史的第一篇章······”近期，海
口旅游职业学校党建活动中心又迎来一
批参观者。该校琼崖党史宣讲团成员用
声情并茂的讲解，带领观众回眸海南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的沧桑巨变。

据介绍，海口旅游职业学校积极打
造党建活动中心，同多家单位开展党组
织共建，成为海口市教育系统重要的党
史学习教育场所。为强化爱国主义教育
实效，该校挑选优秀学生组建“琼崖党史
宣讲团”，建立宣讲人员培养“传帮带”机
制，通过老生带新生的方式完成学习和
初选，再由教师进行选拔和培训。

“我最敬佩红色娘子军敢为人先、坚
贞不屈的精神。”该校宣讲团成员靳海玲
说，在学习宣讲的过程中，她深受琼崖
革命精神鼓舞，“我要继续再接再
厉，认真学习红色党史，将最精
彩的内容讲给观众听，把党史
故事讲出时代新内涵。”

近年来，我省中小学校充
分利用本地红色资源，不断
拓展学习阵地，让学生党史
讲解员“上岗”开讲，让红色
文化基因“种子”在学生们心
底“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无独有偶，上海外国语
大学三亚附属中学从初一年
级学生中选拔“红色基因教育馆
讲解员”，利用课余时间
对他们进行培训。小讲
解员们为学校党史馆的参
观者宣讲党史。

母瑞山红军小学组建了定安县首
支红领巾讲解员志愿服务队。小讲解员
们利用周末、寒暑假时间为人们讲解红
色历史，在服务他人的社会实践中传承
红色历史和红色文化。

“不写作业父慈
子孝，一写作业鸡飞
狗跳”，是如今许多
家庭的真实写照。
近期，教育部发布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作业管理的通
知》（以 下 称《通
知》）。其中明确提
出严控书面作业总
量、提高作业设计质
量等要求，为减轻中
小学生作业负担、加
强作业管理指明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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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控量，减负更增效

一些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知》
强调要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但是，如
果作业总量减少，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学习
效果？

对此，有专家表示，中小学生的业余生
活，不应该只有无穷无尽的作业。建议学
校要秉承“提质控量”的作业管理理念，充
分发挥学校教研组的功能，采用团队合作
的方式，有效统筹作业时间，加强作业质量
管理。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根本目的在于促
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海口市
长滨小学校长王先云看来，严格控制书面
作业总量是减负的一项重要举措，其目的
在于增效，在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海口市长滨小学探索作业创新的形式
之一是布置“长作业”。“所谓‘长作业’就是
区别于每天完成的‘短作业’，需要较长时
间完成，需要用一周或好几周完成，是一
种综合化、实践性的作业。”王先云说，例
如，一年级数学“长作业”就是让学生思考

“10元钱可以买什么”。孩子们在家长的
帮助下，去超市、菜市场、小吃店等地方用
10元钱买东西，“通过亲身实践，孩子们巩
固了课堂上学习的知识——不同面值人民
币之间的关系，了解现在流通的人民币的
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灵活安排多种购物
方案，掌握多种支付方式，增强人际交流和
沟通。”

王先云认为，要落实《通知》中有关作
业管理的要求，首先要做到家校协同。批
改作业是学校教师的工作，但作为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家长也应该对孩子的学习
多加关注。家校协调，才能更好地为孩子
的学习“保驾护航”。其次，学校应引导教
师正确认识作业的育人功能，将作业作为
学校教育教学常规管理的重要环节，做到
标准、落实、检查、反馈一体化，保障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

类型创新，激发学习兴趣

《通知》提出，学校要合理布置书面作业、
科学探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会与劳动实
践等不同类型作业，充分体现德智体美劳“五
育并举”。如何通过创新作业类型，激发学生
探索未知领域的动力，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
题。

作业多样化，能给学生留出更多的思考空
间。人大附中三亚学校对此开展了积极探索。

“例如，生物课教师结合课本内容让学生学习腌
制泡菜，评委品尝后打分；地理课教师让学生在
家门口调研，画出平面地图……”李雅杰说，和
单纯完成书面作业相比，这样灵活的作业能更
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曾媛媛看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样化、
有趣味的作业，能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24点游戏作业’让学生将一副扑
克牌抽去大小王，然后任意抽取4张牌，用加、
减、乘、除（可加括号）的方式，让牌面总数达到
24。这类游戏作业不仅能增加家庭亲子互动，
对于培养学生的快速心算能力与反应能力也很
有帮助。”曾媛媛说，数学是多彩、有趣的，在保
证全体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巩固训练
的同时，也要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近年来，我省许多中小学校通过布置户外
实践性作业、探究性作业等，充分发挥作业独特
的教育教学功能。

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英语组组长郑勤介
绍，该校周一至周五的英语作业一般是课堂作
业，尽量不把作业留在课外。节假日期间，则会
布置一些实用性较强的手抄报制作、英语配音
训练、课本剧表演等作业，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
氛围中学习英语。

三亚市第九小学围绕传统节日设计学生综
合实践作业。例如，春节前夕，语文课让学生学
写对联；数学课设计“我的红包我做主”“年货采
购计划和预算”等作业。“无论哪种作业，培养学
生的核心素养是根本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创新
作业类型，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独立思考能力
等综合素养。”孙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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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英雄故事”海
口市龙华区2021年首场青少年党史课
堂活动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举行，学生
们聆听党史故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口旅游职业学校“琼崖党史宣讲
团”学生宣讲员宣讲党史。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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