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教评论
2020年9月1日 星期二

02 主编：张树伟 编辑：杨三喜 杨国营 设计：白弋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

目前，各地各级各类学校迎来了
秋季学期开学。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
发布会，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
殊背景下，如何确保安全开学、正常
开学、全面开学，有序推进教育教学
工作，是教育系统最为重要的任务，
是对教育系统的重大考验。

实现正常开学、全面开学的前提
是安全，是校园防疫安全、是师生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目
前，我国疫情的大规模传播已被彻底
阻断，全面复工复产取得显著成效，
这是全面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基
础条件。同时，教育系统在疫情防控
期间启动在线教学，在春季学期陆续
开学，取得了疫情防控和恢复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的双重成功，也为秋季学

期全面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积累了经
验、奠定了基础。

科学精准做好校园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必须紧绷防疫安全之弦。当
前境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外防输入
的压力持续存在，国内还会出现一些
零星的甚至是局部的暴发性病例，各
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仍不能放松。而教
育系统所面临的疫情防控压力比社会
上更大：开学后师生将集中大规模流
动、大规模聚集，加大了疫情防控难
度和传播风险，因此学校必须采取更
加严格的防控措施。这要求每个地
区、每所学校坚决不能有丝毫麻痹和
懈怠，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科学
精准做好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确保
师生生命安全、确保校园一方净土。

科学精准做好校园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因时制
宜，防止一刀切。要针对不同人群、
不同场所、不同活动、不同校园情
况，采取相关措施。比如，目前全国
绝大多数地区疫情防控形势都持续向

好，所以基本都明确了分时、错峰开
学的时间表。而新疆地区根据疫情防
控的需要，延期回校开学。又比如，
十一假期能不能离校的问题，也要根
据实际情况，特别是各个学校、各个
地方，根据当前疫情防控的要求来合
理地作出安排。一刀切的做法，不顾
地方、学校实际的做法，走到了科
学、精准防控的反面，往往事倍而功
半，必须努力避免。从更好统筹疫情
防控和教育教学秩序恢复，将疫情防
控对教育教学秩序、师生员工工作生
活的影响降到最低的角度出发，也要
坚决防止一刀切。

科学精准做好校园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充分调动起师生的力量，
营造师生共同努力做好校园疫情防控
的氛围。疫情防控不仅是学校、教育行
政部门的责任，也是校园内所有人的责
任，尤其是广大学生。他们既是校园疫
情防控的守护对象，也应该是疫情常态
化防控的主体，可以通过新生培训、主
题班会、专题教育等方式，引导学生自
觉遵守学校各项疫情防控规定，养成健

康的卫生习惯，进一步提高学生预防传
染病的意识和能力，确保广大学生能够
科学、正确地应对疫情；要引导学生加
强体育锻炼，提高免疫力。教育部相关
负责人明确提出，校园防疫在防懈怠的
同时也要防止过度。各地各校坚决不
能有丝毫的麻痹和懈怠，同时也不能
因为存在风险，就影响到正常的教育
教学秩序。

此外，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
段，学校教职工一方面要恢复正常教
学，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另
一方面还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
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参与学校疫情防
控工作，工作压力前所未有。对此，
要及时调整完善学校疫情防控策略和
措施，利用大数据分析应用等新技术
手段，提高数据采集信息化水平，提
升信息共享水平，加强不同层级、不
同部门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努力把
教职工从信息收集、报送等事务中解
放出来，既能提高疫情防控效率，也
为教师减负。

（作者系本报记者）

精准做好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
杨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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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已经正式开始，各地在
有序安排各年级入学的同时，也面临
着一个普遍而严峻的问题，在综合考
虑疫情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下，如何调
整和布局新的秋季学期，尤其是如何
做好教学衔接？据有关媒体报道，近期
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
会，介绍武汉秋季中小学开学安排。在
发布会上明确提出“坚决防止开学以后
抢时间、赶进度、超容量这样一些不切
合实际的做法，不要给学生造成过重的
心理负担和学习的压力”。

疫情过后，学校要做好教学衔
接，需要系统谋划、妥善推进，笔者
认为，做好衔接需要把握好“两设
立，一推进”。

首先要设立“缓冲期”和“衔接
期”。疫情的不断反复导致今年春季学
期支离破碎，学生难免会对校园、老
师和同学产生一些陌生感。所以秋季
学期开学后需要设立缓冲期，让这种
陌生变为熟悉，为后续的学习和生活

奠定心理基础。另外，不少学生也可
能会产生脱节感，感到学习、生活与
原先轨道脱节，所以应该设立衔接
期，将已经形成的脱节变为连接。学
校在开学初设立缓冲期和衔接期，有
助于抚平学生情绪，使他们能够顺利
进入新学期的学习。

其 次 要 设 立 红 线 ， 禁 止 “ 抢 、
赶、超”。秋季学期刚开学，很多学校
已在摇旗呐喊，准备大干一场。学校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毕竟学生春季学
期的在校学习时间被严重压缩，但这
不能成为学校加班加点、不顾规律、
赶超教学的理由。今年5月，教育部曾
就如何加强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衔
接举行了发布会，明确提出中小学复
课，要坚决防止抢时间、赶进度、超
容量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不要给
学生造成过重的心理负担和学习压
力。各地教育部门要警惕并要设立红
线，加强引导与管理，严禁学校抢时
间、赶进度、超容量的做法，以免给

还处于适应期和过渡期的学生造成过
重负担和压力。

此外，做好教学衔接还需要合理
规划、理性施为，通过推进“五部
曲”实现教学的顺利过渡与衔接。一
是合理计划。学校教育是一项系统的
育人工程，学校有其育人制度与安
排，但疫情带来的各种影响使得秋季
学期不可能与原来的安排完全一样。
为此，学校首先需要根据教育管理部
门的安排和自身实际，研究制定秋季
学期的合理计划。要根据新情况、新
影响做好各种可能的预案，实现新的
教育教学常态。二是心理疏导。学校
要全面了解每个学生的思想状况，及
时发现学生各种心理变化，有针对性
地做好心理疏导，让每个学生都以良
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开学后的学习。三
是抗疫教育。新冠肺炎疫情对学生生
活和学习造成了极大影响和冲击，但
同时也提供了极好的教育案例。学校
要积极开展抗疫教育，以普及防疫知

识、弘扬抗疫精神为主题，集中开展
好“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强化学生的爱党爱国爱人
民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要切实用好这
次抗疫的契机，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
教育。四是精准分析。学校要对前段
时间学生居家学习情况逐一摸底、诊
断，区别不同年级、不同班级、不同
学科的情况，精准掌握每个学生的具
体学习情况，包括知识掌握、方法掌
握以及能力掌握等。分析要做到精
准，根据精准的分析结果开展有针对
性的教育教学，让教学有据可依。五
是个别关注。前一段时间的居家学习
客观上放大了学生的各种差异，个别
学生在学习进度、心理健康等方面可
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而随班就读的孩
子可能出现的问题会更多，学校要更
加关注关爱特殊学生群体，切实做好
个别辅导，决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作者系北京教科院课程中心副主
任、研究员）

开学后教学衔接应唱好“五部曲”
王凯

每年暑期，不少家长都会给孩子选
报游泳培训课程。然而，新华社记者最
近调查发现，成年人泳池未经改造直接
用于少儿培训、一名教练看护十几个孩
子等情况时有发生，给少儿游泳培训市
场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无论是为了让孩子通过水中运动强
身健体，或是出于掌握一门求生本领的
安全考量，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给孩子
报游泳培训班，这是可喜的变化。游泳
是让全身各处肌肉都能得到均衡锻炼的
最好运动方式之一，掌握游泳技巧在遭
遇险情时也能起到救命的作用，为人生
增添一道安全阀门。

不少孩子是出于安全考量而参加的
游泳培训，如果培训活动本身安全隐患
重重，岂不是荒谬？其他类型的培训如
果教学质量不高，最多也就是影响孩子
们的学习效果、浪费家长的钱财，可安
全隐患丛生的游泳培训，不只是影响参
加培训的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严重的可
能造成伤亡事故。据媒体报道，今年7
月，江苏宿迁一名6岁男童在参加第一
次游泳课后溺水身亡。类似事故为游泳
培训敲响了警钟。

从媒体报道及日常观察来看，笔者
认为，少儿游泳培训乱象可总结为三方
面。一是硬件设施不达标。很多少儿游
泳培训直接“借用”成人泳池，水深完
全超过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
求》规定的儿童泳池标准，存在巨大安
全隐患。此外，泳池水质、成人与少儿
场地区分管理等方面没有针对性举措。
二是教练、救生员无证上岗。一些少儿
游泳培训机构为了节约成本，所聘请
的教练缺乏从业资质，仅经过简单培
训即上岗教学，而救生员无证上岗更
是普遍现象。从业人员资质的缺乏，等
于给教学、救生工作埋下了一颗“定时
炸弹”，相当危险。三是班额容量超
标。为了减少开支、尽可能创造更多
经济利益，社会上一些游泳培训班经
常处于班额容量超标的状态，有的教

练员一个班带十几甚至二十几人，如
此一来，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可教学
效果却大打折扣；更严重的后果是，
一旦小学员发生溺水事故，教练员可能
无法第一时间发现与抢救，从而导致溺
亡悲剧的发生。

要真正有效解决少儿游泳培训乱
象频发、隐患丛生的问题，在笔者看
来，必须坚持疏堵结合。所谓“堵”，
是要加强对少儿游泳培训行业的监管
力度，如提高培训机构的准入门槛，
不能有个泳池就开班招生，要在场地
是否达标、人员是否具备从业资质、

安全应急举措是否完备等方面进行严格
准入考核。同时，在日常运营过程中，
必须加强抽查检查，让少儿游泳培训机
构在日常教学中不敢“偷工减料”、敷
衍了事。

所谓“疏”，则是为家长和孩子提
供更多安全、放心的学习游泳的规范
场所。既然参加游泳培训拥有巨大的
现实需求，具备条件的中小学校，是
否可以考虑增设游泳课？教育管理部
门在寒暑假，其实可以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为学生提供更多安全放心
的游泳或学习游泳的场馆。只有更好

地满足孩子们的游泳需求，那些不达
标的培训班才会逐渐丧失市场生存空
间，孩子们的健康与安全才能更好地
得到保障。

此外，少儿游泳当下呈现出较高热
度，然而专门针对青少年游泳培训市场
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却依旧缺乏，场
地要求、教学大纲、教练岗前培训等也
不够规范，尽快填补上述标准与法规方
面的空白，对于从根本上促进少儿游泳
培训市场健康发展、落实“把安全摆在
第一位”的要求至关重要。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少儿游泳培训须把安全摆在首位
夏熊飞

王铎 绘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
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超过四成四
年级、八年级学生完成学校老师布
置的全部家庭作业时间超标，两成
四年级学生仅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
语文作业就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家庭
作业总时间。

面对十分顽固的中小学校学生
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切实减少家庭
作业，为孩子学习减负，一直是社
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在教育
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
方案》中，明确家庭、学校、医疗
卫生机构、学生、政府相关部门应
采取的防控措施，提出小学一二年
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
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
60 分钟，初中不得超过 90 分钟，
高中阶段也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等
具体措施。

学 校 的 重 要 职 能 是 教 书 育
人。老师布置家庭作业是检验、
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提高学习
效率的重要途径，不是简简单单
地让学生做多少道题，完成多少
份试卷，而是要回归教育的目的
和功能。虽然中小学生的学业表
现有所提升，但面对越来越大的
升学考试的压力和竞争力，不少
学校怕家庭作业变少了，孩子的
学习质量难以保证，家长就会说
三道四；家长又怕学校作业布置
少了，孩子的压力变小了，就会自
我放松要求。这样，导致学生的家
庭作业“减负”规定难以真正地落
实到位。而学校的学习生活是孩子
成长的黄金时期，是培养学习兴
趣、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树立正确
人生观的重要时期，如果学生还没
真正走入知识的殿堂，就被家庭作
业搞怕了，如何全面提高综合素
质？

因此，实现“减负”不仅要依
靠教育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来推

动，还需要得到学校老师和家长的
支持配合,通过科学、合理地布置
家庭作业，在培养中小学生的学习
兴趣、行为习惯和主动性上下功
夫, 将减负真正地变为现实，让
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当然，教师通过布置作业和学
生完成情况及时了解学生掌握知识
的程度，给学生布置家庭作业是十
分必要的。国家规定的家庭作业总
时间，不是一般的号召和要求，是
人人必须遵守的纪律和刚性原则，
不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遵
守，而且每一所学校、每一位老师
都要带头维护国家规定，落实到工
作中，一旦违反了相关规定，就要
受到严肃查处。

同时，要妥善处理好减轻学生
的课业负担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之
间的关系。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与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不是矛盾的，

“减负”不是要降低教学效果，而是
要更好地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因
此，作业的科学布置就成了保证教
学效果的关键，既不能因为要减负，
就不布置家庭作业；又不能让学生
整天泡在漫无边际的题海中，重复
做一些机械单调的习题。教师要通
过精心布置作业内容，精选题目，
不仅让学生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作
业，还能够牢固地掌握所学知识，
学生的课业负担就会减轻下来。

此外，作业布置要量力而行，
选择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题目，
并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学习，从
而激发动机实现学用结合。作业的
布置还要注意面向全体，兼顾个别
差异。要把解决学生课业负担与推
进教学改革同步进行，从改革作业
形式入手，加大课堂练习，减少课
下作业量，倡导并推行给学生布置
多种形式的作业，让学生获得全面
发展。

（作者系江苏省镇江市教育局
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规定的家庭作业
总时间不容突破

唐守伦

自2012年4月国务院公布实施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以来，教育
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推进各地贯彻
落实，各地政府和教育部门积极响
应，制定条例实施办法，对保障乘
坐校车学生的人身安全起到了重要
而积极的作用。但从媒体披露的情
况看，使用校车而引发的安全责任
事故还是时有发生，近期又惊闻一
起幼儿园儿童被遗忘在校车内导致
其长时间脱水死亡的惨痛事件。

回溯近几年来各地发生的同类
事故，会得出一个共识，那就是避免
发生幼儿被遗忘在校车里的悲剧，
关键环节在于跟车老师和司机能在
车辆停放前对整个车厢检查一遍。
也就是说，重点在于将《校车安全
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中对随车照
管人员应当履行的职责——“核实
学生下车人数，确认乘车学生已经
全部离车后本人方可离车”履行到
位。而在许多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和
幼儿园根据该条例等规定制定的校
车安全管理方案或实施细则中，已
经将相关条款作了细化：“在跟车
结束前，必须对整个车厢进行检
查，确保没有一个幼儿被遗留在车
上。”要求可谓更加具体、明了，
更具有可操作性。但为什么悲剧还
会不幸降临呢？

从现实来看，幼儿被遗忘在校
车里的事故，多是发生在小规模、
办园条件比较简陋的私立幼儿园，
安全管理相对薄弱。因此，严格管
理制度、强化对教师和从业人员安
全教育培训、增强校车使用中的工
作责任心，很有必要。但提高幼儿
教师和其他从业人员对于“跟车结
束前检查整个车厢”这一“规定动

作”的必要性，并使其产生强烈的
主观履行意愿，必须让跟车人员、
司机了解幼儿在这一阶段的心智发
育特点，认清幼儿阶段与成人在思
维、语言功能等发展水平上的巨大
差异，获得幼儿乘车安全的专业性
知识，而不再把幼儿当作成人来对
待。

与成人相比，幼儿的思维水
平、语言表达与理解能力较弱，对
于成人发出的语言指令往往不能及
时反应，容易出现误解甚至没有反
应。幼儿肢体力量弱、动作敏捷性
低。他们体形矮小，身高大多不及
车座高度，在车厢内不容易被看
到。车辆的颠簸摇晃会给幼儿大脑
产生摇篮里的感觉，坐在车上很容
易产生睡意而无法自控等。通过专
业性、有针对性的校车使用安全培
训与教育，让幼儿园校车司机、跟
车老师以及所有从业人员真正落
实、落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和
相关细则。

当然，在强化幼儿园校车安全
管理专业化培训的同时，也应强化
幼儿园日常管理的规范化，建立幼
儿园从业人员的“负面清单”，比
如带班教师每天上午在保教活动开
始前必须最后清点班内人数，对尚
未到班的幼儿应立即与家长取得联
系，弄清原因，掌握情况并做好相
应的记录；决不允许幼儿来几个算
几个，在没有掌握到班情况下就开
展幼儿教育活动。规范化的日常管
理制度对确保幼儿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对于杜绝幼儿被遗忘校车内的
悲剧发生也增加了一道保险。

（作者系浙江省义乌市教育研
修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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