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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作业日”又一次进入了公
众视野，撩拨着家长们的情绪。

据媒体报道，近日南京两
所小学陆续启动了每周三“无
作业日”计划。这一天老师不
布置任何家庭作业，鼓励孩子
做一件自己喜欢的、有益身心
的事。此外，山东济南某学校
也接受学生“提案”，确定每月
最后一周的星期二为“无作业
日”，不布置任何家庭作业。

“无作业日”的尝试迅速引
发舆论热议，一度登上微博热
搜榜。不少家长也认为这是个

不错的尝试，好歹能让孩子和
家长稍稍喘口气。不过，也有
论者指出，“无作业日”的象征
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学校貌
似没有在周三布置作业，却变
相地布置在周二、周四，总量
并无变化。

说到教育话题，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想法，也都不乏切身
经验得来的体会，若是再结合
当下家长对下一代教育的高度
重视，可以说学校里的任何风
吹草动，都会引发不少关注。
很 多 情 况 下 ， 这 种 “ 高 参 与
度”会产生不同维度的理解和
认识，从而使得很多教育尝试
与努力每每遇阻。

“无作业日”并非新鲜事。
据媒体报道，早在 2005 年，上
海、河南、江西、湖北、新疆、山西
等多省份的教育部门就出台规
定，将每年“六一”定为小学生

“无作业日”。遗憾的是，这些地
方的尝试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
的热度，随着时间推移，很快就
烟消云散了。不知道此番南京、
济南的这几所学校能坚持多久？

客观而言，与较为繁重的作
业负担相比，每周或每月设定一
个“无作业日”，确实不解渴，也
很难从整体上破解当下中小学
生作业负担重的问题。也就是
说，结构性问题不可能指望通过
局部“小打小闹”解决。若想从
根本上减轻学生负担，仅有一个

“无作业日”远远不够，而是需要
全局联动、综合施治，比如改变

当下教育评价机制、深化中高考
改革、拓宽青年的创业创新路
径，等等。

唯有明确了成才立人的目
标，理顺了教育的各个中间环
节，才有可能逐渐传递给社会
一个信号，并推动学校与家长
一体减压，不再把孩子作为可
以承载弹性压力的工具，而还
他们童年应有的轻松、自由、
健康和快乐。

然而，任何宏大目标的完
成都不是轻轻松松的。减负也
是一样。近年来，无论是教育
主管部门，还是学校和一般家

长都在呼吁减负，也每每认为
孩子们实在是太辛苦了。只是
一旦涉及具体做法，则会出现
巨大的割裂，而这也是很多改
动与变化每每无疾而终的根
源。比如，不少地方的家长联
名给学校写信，强烈要求“补

课”；又如，此番南京两所小学
推出“无作业日”后，有家长
居然将“空出来”的时间又交
给了辅导班⋯⋯

一个连“无作业日”也难
以达成的环境，对于其他减负
努 力 的 抵 触 与 变 通 ， 可 想 而
知。于是乎，“无作业日”就在
这样的患得患失中，隔一阵子
热上一会儿，然后迅速冷却，
等待下一次的轮回。

而“无作业日”之所以能
够常试常新，也正表明，我们
的家长、学校和孩子，其实还
是需要有一块悠闲的天空，哪

怕时间很短暂，哪怕机会不易
得，但总归会让人舒缓一下心
绪，并感受到“本该如此”的
快意。

当此之时，学校、家长应
该做的，不是草草收场，也不
是当头一棒，而是以此为切入
点、突破口，固化已经取得的
成绩，并尝试更多的努力，真
正从培养健全人才的高度审视
当下的学生负担。

教育减负从来不是一蹴而
就的便宜事，从来没有一针就
灵的“法术”，而应该是一个不
断摸索、不断获得鼓励、不断
强化力度的过程。事情要“一
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
干”，只要脚步不停顿、探索无
穷期，假以时日，就一定会有
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妨
给“无作业日”一些掌声。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不妨给“无作业日”一些掌声
胡印斌

教育减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便宜事，从来没
有一针就灵的“法术”，而应该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
获得鼓励、不断强化力度的过程。

/ 快评/

据人民网近日报道，武汉
一所国际学校把小学生带到农
场 上 课 ， 让 孩 子 们 体 验 挖 红
薯、割稻子等农事劳作，听老
农介绍作物生长过程和种植方
法等。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还
是 第 一 次 亲 眼 看 到 红 薯 、 稻
谷、青菜长在土地里的样子。
一堂以田间地头为教室的“识
五谷”实践课，让孩子们与农
耕文化有了一次亲密的接触，
也真切感受了“粒粒皆辛苦”
的含义。

“现在的孩子大部分都在城
市里出生、成长，脱离了土地
和自然，五谷不分，也与农耕
文化逐渐疏远。”诚如此言，经

常听到一些城镇中小学老师反
映，有的学生甚至高中生还闹
出“把小麦当葱苗”“分不清长
在地里的是高粱还是粟米”“以
为萝卜长在树上”等诸如此类
的笑话，其中一些学生还是农
村户籍。这种不识农事、五谷
不分、脱离自然的现象，让人
忧心。

当今一些中小学生“五谷
不分”的现象是何以造成的？
其中固然有近年来各地大力开
展学校布局调整、学校向城镇
集聚等客观因素，但从根本上
说是一些学校的办学指导思想
更多地着眼于应试，没有把综
合实践活动这门必修课程按要

求开足开好。
早在 2001 年颁布的《国务

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决定》就提出“从小学至高中设
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
程”。该决定实施十多年来，许
多中小学的综合实践活动确实
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创造了丰富
经验。比如，一些学校在校内或
校园附近开设“学农基地”“开心
农场”“百草园”，组织学生开展

“研学旅行”等，这些做法深受学
生欢迎。但从整体上看，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实施情况在一些
地区并不乐观，部分学生“五谷
不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年 9 月，教育部又印发

了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指导纲要》，并对小学三年级到
高中各个阶段开展综合实践活
动的主题做了推荐，从技术层
面进行指导，可谓用心良苦。
其中“我与蔬菜交朋友”“关爱
身边的动植物”“来之不易的粮
食 ”“ 农 时 季 节 我 帮 忙 ”“ 种
植、养殖什么收益高”等，都
是立足于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
考察探究、社会服务等实践活
动，非常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思想实际、认知水平以及年龄特
征。当前中小学的当务之急，是
要加强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的规划并真正实施到位。通过
活动课程把学生带到田间地头、

湖塘菜园无疑会激发学生强烈
的学习兴趣，部分学生“五谷不
分”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鹅、鹅、鹅，曲项向天
歌。”从初唐骆宾王的 《咏鹅
诗》 到当代少年“云从天上掉
下来摔破了就变成了雾”“夕阳
是水中的金鸟”的吟诵，都让
我 们 真 切 感 受 到 乡 村 田 园 生
活、大自然的熏陶对孩子灵性
的滋养有多么重要。将课堂设
在农场，把学生带到大自然怀
抱中，给学生带来的不仅仅是

“识五谷”，更是让学生能够对
待粮食、对待劳动、对待“三
农”以及对待大自然建构一种
健康、正确的观念，对于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核心素
养，尤其是社会责任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都具
有重大意义。

留住乡愁也罢，故土难离
也罢，一个人的家国情怀不是
凭空产生的，与少年时代的经
历密切相关。在田间地头参与
农事的经历以及乡村田野种种
具体的实物和场景，把人们内
心的乡愁变成了十分可亲可感
的具体影像，而不会是空洞和
抽象的言词。这才是根深蒂固
的、牢不可破的情怀所系与乡
愁所依。

（作者系浙江省义乌市教育
研修院教师）

让中小学生“识五谷”很有必要
金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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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曲周县某中学的“礼仪校

规”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众多关注。据悉，
该校将礼仪教育以校规的形式，实行精确
化、定量化的测量考核。比如，每天上课前
要向老师鞠躬行礼，弯腰 90 度，停 10 秒以
上；每周给家中老人洗脚一次，且不得少于
3 分钟。如此做法，有赞同者认为是对传统
文化的继承，也有反对者认为这是“形式主
义”，各方声音交织，争议不断。

在传统儒家文化中，“礼”是其构建秩
序、教化万方的根本，“不知礼，无以立”，
也是整套儒家思想体系的价值基座。从学校
教育的角度说，“立德树人”是其根本任
务，而礼仪教育正是“八礼四仪”的精神核
心，地位突出。所以，在大力振兴传统文化
的当下，河北这所中学积极探索新的路径实
施师生相敬、亲子互爱的礼仪教育，且当地
反响不错，理应点赞。

但也应看到，该校是以行政推动的方
式，将本应自发自愿的礼仪行为与考核的操
行等第挂钩。精确的量化要求，限时段、限
场合、限形式的“受限管理”将礼仪教育人
为地套上“非此即彼”的框框。可以说，由
于对“礼”的理解相对机械，学校便可能在
评价、判断中出现偏差。是不是一个人时时
处处讲究仪容仪貌，待人接物滴水不漏，那
就是教育好了呢？中西方无数的格言和教
训，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如果只看重表面的
所谓“礼”，事情常常会走向反面。

学校要不要推行礼仪教育？答案无疑是
肯定的。但在价值观上，学校首先自己需摆
正。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些重要的东西往
往是不可量化的，甚至是不可以描述的，譬
如孟子说的“四心”（羞恶之心、是非之
心、怜悯之心、辞让之心）。如果一定要物
态的量化，或是硬性考核，那人们会自然地
进入到某种“议价程序”中，比如施一个

“鞠躬”，可以得到什么回报；洗一次脚，可
以获得几分，如此等等。这一道理，同样适
用于教育。当学生从发自内心地尊敬、爱戴
师长，变成一种“指标行为”或“规定动
作”，那时间久了，可能会背离初衷，成为
事实上的动机转移。

可以说，施加礼仪教育本是要塑造学生
的德行，使他们将来能从容适应于家庭、社
会、国家的既有秩序，并为之完善而贡献己
力；但学校的“指标化生存”可能会早早地教
会他们功利算计，或麻木僵硬，例行公事；或
戴上各种面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
样的“礼”就真的背离本来的意义了。

从脑科学的角度说，人脑出于天性，为
提升效率，会自动忽略重复信息。“鞠 90 度
躬”和“洗脚”等行为一旦固化，且不论好
坏，其边际效应必然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
消解，直至叫人反感。所以，礼仪教育正如

“礼”的字源初意一样 （“示”旁本为“祭
坛”，需要人正心诚意），一定要带着发自虔
诚、不计功利、不问得失的“心”去践行，

“小和尚敲钟，有口无心”地频繁照搬，或
是缺少必要的仪式感、庄严性，都会使其大
打折扣。

令人欣慰的是，礼仪教育作为学校德育
的重要组成，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但在实
践中，不能仅靠生硬地使用行政强力这一传
统思维，而要既看“行动”，更看“心动”。
只有把“表”“里”结合起来，让“可量
化”和“不可量化”有机融合，选择更为开
放、自由、大度的考核和评定方式，才会推
动礼仪教育走得更稳健、更久远。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教师）

礼仪教育须脱离
“泛行政化”思维

邱磊

王铎 绘

近日，有读者向《华商报》反
映，陕西凤翔县一家幼儿园正在举办
一个“智慧之星”评选活动，家长在
网上为孩子投票时会跳出一个“送礼
物”页面，不同价值的虚拟礼物对应
不同数量的票数，只要花钱买礼物就
可以增加孩子的票数，不少人都买
了。部分家长质疑投票活动是借机敛
财。

凤翔县教育体育局回应称，去年
曾开会要求各学校不要随便举办网络
投票活动，幼儿园此举明显不符合规
定，教体局将加强监管，监督幼儿园
妥善处理此事。幼儿园负责人表示，
愿意将家长买礼物花的钱，统计后补
偿给家长。

/ 漫话 /

幼儿园搞网络评选
不能乱来

/ 一家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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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信息·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是珠海市仅有的一所
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院校，广东省第三批示范性
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内设管理机构 8 个、教
学教辅机构14 个，设有附属机构1个 （中等职业
学校）、直属机构 1 个 （珠海广播电视大学），代
管市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1 个 （珠海市经济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学校正处于大改革大发展阶段，
现诚向全国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

一、招聘岗位

（一） 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群建设负责人
（海洋工程学院筹建负责人）。

（二）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电气自动化、大

数据技术与应用、云计算技术与应用、工业机器
人、智能制造、交通运输 （港口与航运管理方
向）、物流管理、会展策划与管理、社会工作、
产品艺术设计 （游艇装饰设计方向）、环境艺术
设计等专业带头人。

（三）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思政等专业骨干
教师。

二、应聘条件

（一） 专业群建设负责人：全日制博士研究
生学历学位，年龄 50 周岁以下，具有相应专业
高级职称。

（二） 专业带头人及专任教师：全日制博士

研究生学历学位，年龄 40 周岁以下，同时具有
相应专业高级职称人员，年龄可放宽至 45 周
岁。具有特殊技能及突出业绩的优秀人才，经学
校审议后条件可适当放宽。

三、待遇

聘用者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珠海市及
学校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

四、报名和联系方式

应聘者请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报名材料，包
括：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证书、科研论
文、学术专著、获奖材料。发送电子材料请在主

题注明“应聘者姓名+岗位代码+岗位名称”。

联系网址：http://www.zhcpt.edu.cn/
联系邮箱：zhcptzhaopin@163.com
联系电话：0756-7253199 7253030
联 系 人：崔老师 王老师 高老师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金

二路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
邮政编码：51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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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优选择招聘考核。。。。。。。。。。。。。。。。。。。。。。。。。。。。。。。

（详情请查阅学院网站http://www.zhc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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