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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后，孩子们的时间去哪儿了？
周末节假日没有校外学科培训，平日里书面作业也变少了。随着“双减”政策落

地推行，我国基础教育格局正发生重大变化。“双减”之后，孩子们的时间去哪儿了？

上学放学时间调整，是“双减”政
策落地后，不少家长和孩子们最先感
受到的直接变化。

在北京，市教委要求，小学上午上
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20，中学一般不
早于8：00；下午放学时间调整至17：
30。若家长有特殊原因接送需求，可
向学校提出申请。

“十一”假期后，杭州初中全面取
消统一早读，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
00。杭州市教育局要求，非寄宿制初
中晚自习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
寄宿制初中晚上就寝熄灯时间不得迟
于21：30。

广州出台《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
通知》，向课堂要质量，尽量不留作业
回家，全力保障孩子每天10小时睡眠
和1.5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早上差不
多能睡到自然醒，踏踏实实吃完早餐
再去学校。”广州市越秀区一名五年级
学生说。

上学时间延迟，是为了给孩子们
更充足的睡眠时间；放学时间推后，则
是为了解决家长难以接送的“三点半”
难题。

下午4时左右，走进安徽合肥六
安路小学翠微分校，操场上，田径社
团、啦啦操社团、篮球社团等在进行训
练；教学楼里，各年级均有“课后服

务”，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们写作业、阅
读、绘画……

“双减”改变的不仅是上学放学作
息时刻，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分配也有
了明显变化。

“以前每天到家后，各科都有作
业，听写、改错、打卡，经常弄到很晚。
现在不少作业在学校就已完成，孩子
可以早点睡觉了。”成都某初中一年级
学生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10月底，全
国义务教育学校中，99.3%的学校出
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7.1%的学校建
立了校内作业公示制度，学校普遍建
立了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

减轻校内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
训负担，正是“双减”目的所在。不用
再“赶场上课”，能否还孩子们一个快
乐童年？

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十多年来
持续开展的“1+X”课程每学期已开到
70多门，供全校学生选修，“双减”落
地后愈发受到家长和学生欢迎。

“‘双减’本质上是全面落实党的
教育方针，追求育人的高质量。”清华
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认为，一方
面要踩住“刹车”，把学生从过去繁重
的作业和课外培训负担中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也要为学校教育迭代踩下

“油门”，重构全面落实儿童素质教育
的高质量学校生活，引导学生学会求
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双减”之后，越来越多的孩子开
始利用课余时间，或从事力所能及的
家务劳动，或走向户外进行体育锻炼，
或捧起课外书、拾起画笔，打卡书店、
博物馆等，投入更广阔的兴趣天地。

沈阳初一学生崔宸溪因指出英语
教材配图错误而登上热搜，被网友称
赞：“后生可畏！这才是素质教育应有
的样子。”他的妈妈王丹说，曾为孩子

“补习班报得少”而焦虑，但最终决定
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双减”之后，

酷爱昆虫的崔宸溪有更多时间去户外
观察、去图书馆选书，坚持心中的那份

“热爱”。
北京图书大厦在“双减”后迎来更

多看书买书的中小学生，一些民营书店
也积极尝试课后阅读服务，举办公益讲
座。“现在补习班不让办了，孩子有大把
时间阅读，可以开阔视野、陶冶情操，也
是个不错的选择。”北京家长孙先生说。

专家表示，“减”负担也要“涨”兴
趣，孩子们有了更多自由时间做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双减”势必带来更加
健康的教育生态，让孩子们在兴趣爱
好的陪伴中乐享童年。

“双减”是一场力度空前的改革，必然
对一些传统的教育理念、教养方式带来冲
击。

今年10月，贵州一家长抱怨老师布置
作业太多，却遭到37名家长联名要求其为
孩子转学，理由是理念不同。培训机构上
不了，就“一对一”或“攒班”；学校作业少
了，就自己买卷子让孩子“刷题”——这样
的理念，确实与“双减”背道而驰。

改变惯性思维，减少家长的焦虑，需要
一套“组合拳”。

“校外问题从校内多想办法解决，课外
问题从课内多想办法解决，学校要在党建、
课程、教学、作业、课后服务、管理等多方面

综合发力。”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常务副校
长、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校长周建华认为，

“双减”应从校外治理与校内提质双向发
力，让教育回归学校、学生学习回归校园，
在校内学会、学足、学好，让学校回归育人，
增强教育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回归全面而
有个性的发展，最终实现“去功利化，回归
公益化；去应试化，回归素质化；去焦虑化，
回归理性化”目标。

“要以育人共同体建设为载体，深化家
校协同工作。”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认为，
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让家长理解政策，信
任教师工作，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协同育
人。同时，要向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方法，提

升家庭教育质量。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研究

所所长董圣足建议，学校要以教学改革实
绩赢得家长的认同与支持，并引导家长改
变短视化、功利化教养心态，一些“双减”配
套改革还需深入推进。

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需要
政府、学校、家庭、社会联动，久久为功。各
地学校和家长代表纷纷表示，落实“双减”
还需要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深化、社会用人
评价导向变革，让人才成长通道更多元、更
宽广，形成人尽其才的良好教育生态。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记者胡浩
史竞男）

作业负担少了，休息睡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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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6日10时至2021年12月7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公开拍卖
标的：1、海口大润发购物卡10张；2、海口家乐福购物卡3张；手机
16部；3、丰田及起亚越野车各一辆。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
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
须知》后报名参与。一、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
日17:00时前在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二、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
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通道二：138763364266，通道
三：15120880606；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
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
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
首页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1129期）

海口市碧海大道吉安花园13套房产
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1HN028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碧海大

道200号吉安花园13套房产，建筑面积为84.37m2至99.07m2不
等，挂牌价为111.09万元及141.83万元不等。公告期：2021年11
月26日至2021年12月9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
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ggzy）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11月26日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设计人员1名，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岗位要求

岗位职责：负责会展活动的场地平面图、3D创意设计工作。

任职条件：本科以上学历，平面设计、美术等相关专业，有

一定审美能力，能熟练运用Photoshop、Coreldraw、ai等设

计软件。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无色盲色弱，身心健康，符合

国家公务员录用健康体检标准和招聘岗位职业健康规范标

准。工作主动热情，有恒心和责任心，逻辑性强，注重细节，善

于与他人合作。

二、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作品及相关证书、证件等发邮件至

125215509@qq.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

院校）。截止时间2021年12月10日。

三、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

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全媒体运营中心综合管理部

联系电话：凌女士 0898-66810797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运营中心招聘公告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三亚市公安局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9日10时起至2021

年12月3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
https://auction.jd.com/haiguan.html）对下列标的物按现状进行
公开拍卖：一、拍卖标的物：1.三亚市河东区东河西路榕根开发区椰林
水岸5#楼605房（建筑面积85.76m2，三土房（2007）字第1436号）。参
考价：223.6535万元，竞买保证金：40万元。2.三亚市崖州区海榆西线
公路西侧同心家园二十一期暨崖州新城（B23地块）5号楼2710房（建
筑面积88.18m2，琼（2019）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15964号）。参考价：
155.4613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二、标的展示时间：2021年12
月16日至2021年12月17日。三、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四、
特别说明：1.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
地产限购政策；2.所拖欠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所有费用均由买受人
承担；3.产权变更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五、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 联系
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海口国家高新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人遴选项目
（第二次）中标公告

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海口国家

高新区科技创新基金管理人遴选项目（第二次）（项目编号：

HNZC2021-106-001R）招标项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

优、诚实信用”的原则，委托律师事务所对中标候选人进行尽职

调查，根据尽职调查结果，确定中启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为中标人，特此公告。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招标人：海口国家高新区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宇鹏 联系电话：0898-65580391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口国家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大楼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20211208期）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定
于2021年12月8日上午10点在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琼A9KP38迈腾牌旧机动车壹辆（不含
车牌），参考价：33000元，竞买保证金：33000元，展示时间：
2021年12月6-7日。

竞买人须具备《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的车辆增量指标或更新指标。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
年12月7日16: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5号华润中心一期1栋2单元1101
室。电话：0898-68539322 委托方电话：0898-68623077、
68665582

举办学习教育公益讲堂、集中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举办党务干部业务专题培训
班……在如今的琼海，各个机关党支部党
建活动十分活跃。

如在琼海市税务局，该局为了强化党
务工作能力，提升党建工作质量，举办了基
层党务工作者党性锻炼和党建业务能力提
升培训班，用高质量党建引领琼海税务高
质量发展；

琼海市旅文局始终以党建为引领，设
立党员志愿服务岗，广泛开展“送图书、送
文化、送琼剧、送服务，促文明、促卫生、促
健康、促质量”等志愿服务，为广大群众提
供丰富多样的精准服务……

“我们要求各单位围绕党建引领业务

的主题，开展特色党建品牌创建活动，从根
本上改变老套思路，把新时代党建与业务
糅合形成的新理念作为党建根基。”秦蕾介
绍，琼海在推进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工作中，通过鼓励各单位积极探索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下的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
融合的创新做法，并作出经验总结，实现真
正的党建带动。

同时，琼海以经验文稿和短视频形式
宣传呈现，在“琼海机关党建公众号”和“琼
海发布-机关党建专栏”展示交流，以供全
市机关各级党组织学习参考和提出反馈意
见，形成学习单位和被学习单位共同研究
党建与业务融合的浓厚氛围，不断获得党
建创新引领中心工作的新举措和新进步。

探索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的创新做法

为了丰富标准化规范化
细则中相关学习活动的内
容，让标准化在落实中更加
生动，琼海积极推动党员志
愿服务、党员教育管理、党员
活动等工作开展，组建了由
5000 余名党员组成的机关
志愿者服务队，定期开展形
式多样的志愿服务，围绕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激发
党员意识，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为
民服务、为民解忧，在重点工
作岗位上树立一批党员模范
榜样。

通过策划“机关党员大讲
堂”“红色故事会”等系列活
动，琼海为党员提供综合能
力提升和专业技能培养的平
台，筑牢全市机关党员干部
积极投身自贸港建设的政治
意识、行动自觉和责任担当。

同时，琼海也进一步筑
牢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让党领导下的党员干
部凝聚力量、自信担当，为
把琼海建成海南自贸港和
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四
极”而努力奋斗。

（策划/撰文 孟晓）

多举措推进党建工作落到实处

今年9月份，琼海市委直属机关工
委印发《推进市直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工作方案》，提出了对该市
410多个党支部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的目标，旨在进一步提升市直机关党
支部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努力创建“让
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
机关，为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
坚强组织保证。

“推进市直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是琼海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提升基层组织力、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具体体现，是
打造坚强的战斗堡垒、发挥广大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市直机关党支部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琼海市委
直属机关工委书记秦蕾说，琼海全力解
决机关党建“灯下黑”的问题，要求全市
410多个党支部在2023年前全部完成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为此，琼海以机关党支部设置、组
织生活制度、发展党员、党员教育管理、
党员监督和处置、工作台账和基础保障
等工作标准化规范化为重点，明确了机
关党支部建设八方面二十二项九十三
条内容，采取划线评分的办法进行考
核；同时为了培优带动、树立标杆，每年
择优评选优秀示范点并挂牌鼓励。各
单位落实成效也将被纳入年度党建考
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全市410多个党支部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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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直机关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强化党组织力量

推动党建与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心工作相融合
作为琼海市目前在建最大的安居房项目，琼海保利时代人才公寓项目预计可容纳1360户住户。2021年11月初，该人才公寓样板间开放，并启动了安居房

住房报名申请。
“我们通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了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到目前已经推动1563套基层教师和医务人员安居型商品

住房建设和推进低收入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工作，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问题。”琼海市住建局副局长陈达说，该局高度重视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办实事上用心用情用力，坚持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引导全局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这是琼海市住建局开展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成果的体现，也是琼海推进机关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