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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负”减与不减，未来在哪里

其实， 早在 2010年春季，
北京市就全面取消了小学的课后
辅导班。 当时有媒体用“分数和

排名是对孩子一
种羞辱” 做副标
题， 足见当时的
减负动作之大。
与此同时， 北京
市教委也开始尝
试减少或取消家
庭作业， 要求学
校提高课堂效
率， 鼓励学生参
加课外阅读和实
践活动。 此外，
部分中小学还取
消了家长反感的
各种教辅练习

册。
此外， 北京市还提倡教师研

究个性化作业， 让孩子在玩中学
习， 开发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探索

精神。
但一切减负措施必须建立在

“不能让作业剥夺孩子的兴趣”
的基础上。 胡兰兰在谈到“建议
取消小学生作业是否现实” 的问
题时也明确表示： 首先我要声
明， 我绝对不是反对学习知识，
而是反对唯分数至上的评估标
准。 在作业问题上， 小学阶段的
孩子， 对世界的感知和学习要遵
循天性和兴趣， 填鸭式教学最容
易让孩子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那
就是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胡兰兰举例： 美国三年级孩
子的家庭作业包括跟家人聊天、
聊时事和家族变迁， 她见过瑞典
小学语文课本比其他科目都厚，
大部分都是童话故事， 让孩子们
通过阅读了解人类历史和行为规
范。 这都不是填鸭式的， 反而能
使孩子学到比课本更多的东西，
这样做是保护孩子的兴趣， 让孩
子变被动为主动。 这都比我们的
小学让孩子死记硬背更好。

在谈到落实减负十条规定
时， 河南省教科所一位专家认
为： 学校没有自主办学的权
利， 教师也没有进行教育
而不看分数的权利， 学生
更没有按照自然发展规律
学习的权利。 要真正落实

教育部颁布的减负文件， 必须解
决全社会的认识问题， 尤其是要
解决我们的考试机制和用人机制
的问题。

河南教育学院一位不愿披露
姓名的老教授说， 在我国， 由于
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 很多人
高度重视读书， 甚至将读书视为
唯一出路。 而近年来， 由于我国
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 希望借读
书改变生活的思想已经非常普
遍。 因此， 很多人对于素质教育
持抵触情绪， 他们反对减轻学生
的负担， 认为这样会导致学生学
习成绩的下降。 而正是这种思
想， 又反过来束缚了人们的手
脚， 成为推行素质教育的障碍。
当然， 也有不少人认可了现今的
教育方式， 不愿意进行伤筋动骨
的改革， 因此有意无意地排斥着
国家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 还有
人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比
是一个创新， 实施素质教育就意
味冒更大的风险。 而中国知识分

子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 是最
缺乏冒险精神的。 所以， 理应最
积极参与教育制度改革的中国知
识分子， 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了教
育改革的阻力。

他认为， 虽然当前我国教
育改革正在大步前进， 但并没
有彻底改变应试教育体制。 考
试仍被赋予决定一个人、 一个
家庭、 一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
命运的巨大意义。 对学校而言，
学生的成绩和中高考的升学率，
关乎它的生存和发展， 因为这
是上级考核和社会评价一个学
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标准。 学校
对素质教育欲行又止， 或者是
徒具“素质教育” 之名， 而行
“应试教育” 之实， 各种复习资
料的超量征订， 也是这种思路
下的衍生物。 对于学生而言， 高
考升学又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出
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 教育体制
和考试制度尤其是用人制度才是
推行素质教育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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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作业留与不留，观念就在那里

郑州市一位知名小学校长在
谈到中小学生减负问题时告诉
记者， 在他们学校， 不布置作

业也不影响班
级成绩的老师
能够获得奖励。
但对于这项政
策 ， 不少家长
却不适应 ， 就
算学校不布置
作业， 家长也
会要求学生在
家写作业。 这
几年， 不断有
家长直接找他

告老师的状， 理由就是老师不
布置家庭作业。 有家长甚至认
为， 这是老师不负责任的具体

表现。 当然， “孩子放学后不
做作业做什么” 也是不少家长
告状的理由 。 这位校长认为 ，
虽然减负政策实施没有问题，
但如果升学制度不变， 社会的用
人制度不变，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最近， 一则“八成小学生上
补习班， 我能咋办” 的微博， 道
出了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家长们的
无奈。 这些人到中年的家长， 自
己已经切身体会到了竞争的公平
性与残酷性， 因为他们正是通过
一轮又一轮的竞争与角逐， 才走
出了农村， 摆脱了贫困， 他们以
自己的切身经历教育、 支持孩子
延续自己成功的道路。 “不受苦
中苦， 难为人上人” 是他们唯一

的制胜武器。
面对孩子参加各种辅导班，

他们乐意， 并且根本听不进孩子
苦啊累啊的哭诉， 因为他们小时
候也向自己的父母哭过叫过， 实
践证明那是“苦了一阵子， 受用
一辈子”。 诗人蓝蓝， 本名胡兰
兰， 是河南籍著名诗人。 她最近
由于在微博上发出了直指应试教
育的 《致教育部的一封公开信》
而受到颇高的关注度， 她提出的
十条建议， 其实不少也和教育部
的“减负十条” 不谋而合， 但是
持不同意见的家长仍然不在少
数。

“咱可别听他们瞎掰！” 刚刚
退休的煤矿工人曹战胜以自己的
切身经历教育他想为孙子减负的

儿子： “张铁生的‘白卷英雄’，
张玉琴的‘不学ABC， 照当接
班人’， 已经害惨我们啦！ 我要
是当初别听他们的话， 稍加用功
地读点儿书， 咋着也会考上大学
当个干部吧？ 他们害得你爹下了
一辈子煤窑！” 儿子想让报奥数
班的孙子退出来， 好让孩子多参
加一些社会有益活动， 刚刚动了
这么一个念头， 当即便被老爹一
顿斥责。

河南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则
认为，大环境对学校有要求，学校
对老师有考核， 家长便在大环境
下表现得十分矛盾： 既心疼孩子
学习太累， 又不想让孩子落后于
他人， 于是便把所有的压力都转
嫁给了孩子。

家长：
奥数班上与不上，升学就在那里

今年中秋和国庆节两个假期， 从
记者对郑州市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的调查了解情况看， 除去举家外出
自驾游的孩子之外， 10天假期真正
“玩” 的时间不超过3天的孩子占了五
成以上。 就是说， 中秋的3天假， 只
给孩子1天玩的时间， 国庆7天假，
则奢侈地给了孩子2天自由。

郑 州 市 某
实验学校初中
一年级学生浩
浩半是抱怨半
是后怕地告诉
记者 ， 他之所
以能够来到这
所同学们都十
分向往的中学
上学 ， 得益于
他暑假的“恶

补”： 暑假期间， 他补习语文花费25
天， 其中语文基础知识、 阅读、 作文
各占一星期； 补习数学花费20天，
其中数学课本复习10天， 奥数补习
10天。

“不是说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中
小学生上奥数班， 并且规定到2014
年高考试卷也不得再出涉及奥数方
面的试题吗？” 记者问浩浩妈妈。

浩浩的妈妈顾女士一本正经地告

诉记者： “不让上补习班？ 不让上奥数
课？ 国家说义务教育阶段升学不准考
试， 为什么孩子小升初还要考试， 并且
报名2000多只录取400人呢？ 为什么第
401名只差2分就要托关系写条子， 凭
着面子还得交1.8万元才能上名校呢？
俺家浩浩牺牲一个暑假的时间上补习
班， 虽说花费几千元钱， 可是不求人，
不丢面子， 体体面面地不花钱上了名
校， 你说哪个划算？” 浩浩妈妈意味深
长地一声叹息：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啊！”

“减负， 让孩子玩？ 素质教育， 让
孩子在玩中长见识？ 可能吗？” 孩子在
郑州市一所重点初中读书的刘先生直言
不讳地说：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 考场
上见高低！ 从古代延续下来的科举制，
到我们经过改良的考试制度， 还不是一
张试卷定乾坤？”

今年就读小学六年级的少年李华，
明年将升入初中。 李华在班上是学习委
员， 成绩稳居前三名。 对于是否让孩子
进补习班的问题， 李华的妈妈犹豫了几
天之后， 还是选择了上。 她认为， 升学
体制不改革， 国家的用人制度不改革，
减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你不去补
习， 但是人家要补， 这样就拉开距离
了， 升学压力就太大了， 减负在这种条
件下咋能真正落实呢？”

减负， 需要一整
套对应政策与措施。
有些人反对减轻学生
的负担， 认为这样会
导致学生学习成绩的
下降。 而正是这种思
想， 又反过来束缚了
人们的手脚， 成为推
行素质教育的障碍。

日前， 教育部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两次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提出： 严禁违规补课。 学校
和教师要努力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不得在节假日和双休日组
织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 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
及校外文化课补习。 记者日前在实地调查中发现， 仍有学校
教师暗示、 明示学生通过辅导班提高学习成绩， 也有大量家
长对课外辅导班、 奥数班趋之若鹜。 减负， 怎么减？

■本报记者 郭炳德

孩子：
成绩好与不好，补习班就在那里

秋高气爽， 正是家长们带着孩子
外出享受大自然的好时候， 可是家住
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上的杨女士就是
高兴不起来———前不久， 她接到女儿
就读的某知名小学四年级班主任老师
的电话， 让她速到学校领回她的孩

子， 理由虽不复
杂但听起来却似
乎没有商量的余
地： 孩子学习太
差， 跟不上！

新学期开学
才一个月， 女儿
的学习怎么说下
降就下降， 并且
下降到让老师往
家“赶 ” 的地
步？ 放下手中的
电话， 杨女士愁
得不知道如何是

好。 当初舍近求远， 托熟人找关系把
孩子送到这所她心目中的名校。 原本
以为孩子来到名校， 就等于进了保险
箱。 向朋友说起孩子在某某名校上
学， 自己也感颇为荣光， 常常招来羡
慕的眼神。 可哪里知道突然就冒出这
么一个问题！

杨女士紧张地敲开了班主任的办
公室。 老师数落完孩子的成绩之后，
把孩子叫了过来， 让她当场表态是否
现在就随母亲回去。

“孩子吓得当场大哭， 让我这个
当母亲的也顿觉脸面扫地， 当时真是
恨不得找个地裂缝钻进去。” 回忆起
当时的一幕， 做生意得心应手的杨女
士至今还心有余悸， 她说自己长这么
大从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 而且是当
着自己女儿的面。

除了不住地向老师赔礼道歉之

外， 杨女士没有其他的选择。 班主任最
终给了杨女士一个下台阶的梯子， 答应
再给孩子一段考察期， 条件是本学期必
须要把成绩赶上去， 并建议她利用业余
时间去本校的某某老师那里补课。 班主
任给学生推荐的补课老师， 每天补习1
个小时， 每小时收费120元， 一个月收
费3600元。

“钱是当面交清了， 但不知道一个
月之后孩子能不能把成绩赶上来？ 老师
是否满意她的表现？” 说到这里， 杨女
士仍有些黯然神伤。

郑州市惠济区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媛
媛， 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由于兴趣
和爱好， 媛媛在一年级时就在社会上报
了舞蹈和古筝班， 并且没有影响她的学
习成绩。 但从三年级开始， 老师就三番
五次地建议媛媛妈妈， 给孩子报一个英
语补习班， 并且十分专业地告诉她， 只
有英语成绩上去了， 小升初时才有竞争
到名校的资格。

老师的话是不容置疑的， 媛媛妈妈
在三年级下学期就为她报了英语补习
班， 每周两节课， 每节课50元钱， 换回
的是家长的期冀与自信。

新学期一开学， 老师又几次建议媛
媛妈妈， 应该考虑让孩子报个奥数班。
老师说， 像媛媛这样学习成绩好、 还有
业余爱好的优秀孩子， 如果将来小升初
时因为缺乏奥数班这么一个环节而没有
进一所重点初中， 真的是太可惜了。
“假如再给孩子报一个奥数班， 再承担
一笔经济开支不说， 孩子的精力是否够
用， 那么小的年纪， 承担这么多的学习
压力， 我们做家长的， 真的有些于心不
忍。” 媛媛的妈妈说， “可是， 老师的
推荐也不能不当回事儿啊！”

媛媛妈妈也陷入了一个难以决断的
困惑之中。

减负路上要跨几道坎

“假如再给孩子
报一个奥数班， 那么
小的年纪， 承担这么
多的学习压力， 我们
做家长的， 真有些于
心不忍。 可是， 老师
的推荐也不能不当回
事儿啊！”

“你不去补习 ，
但是人家要补， 这样
就拉开距离了， 升学
压力就太大了， 减负
在这种条件下咋能真
正落实呢？”

这几年， 不断有
家长直接找校长告老
师的状， 理由就是老
师不布置家庭作业。
有家长甚至认为， 这
是老师不负责任的具
体表现。

� 名校周围，各种
名目的补课班没到
放学时间，便占住了
抢夺生源的地盘。 据
记者调查，多数午托
班背后都有在校老
师做辅导，有的就是
老师亲属所办。

本报记者
郭炳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