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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贤

我外孙女读小学四年级，有几次
我送她去学校，一拎起她的书包——

重得真要压弯小小的脊梁骨。我问

她：“你为什么不看看日课表呢？把

今天不用的书都取出，不就可以减轻

重量了吗？”

外孙女说，学校经常要调课，而

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调、调的是什么

课。因此，她只能把所有书都带上。

书包重的实质是作业多，每天没

有三四个小时，外孙女是无法做完的。

“减负”话题始于上世纪末，每过

几年，教育系统就会集中发一回文

件，所谓“史上最严减负令”恐怕也有

好几次了。由此可见，每次“减负”的

效果并不大。

“减负”路径可说是多措并举，有

侧重于教师控制作业量的，有着眼于

降低教学内容难度的，有严格控制学

生在校时间的，有狠抓校外培训机构

整顿的……可谓殚精竭虑，用心良

苦。这次的“减负”，从“起草—讨论

—修改—下发”的流程来看，不能说

不认真，但参照过去“减负”的成效，

明显感觉到一线教师的信心不足。

有人把“减负”失败的原因纯粹

归咎于中考和高考制度，认为只要

考试制度改了，学生的负担就能减

轻。这种想法太天真，考试制度的

根本在于竞争，只要存在竞争，负担

就减不了。

高校之间存在竞争，就有了名校

与非名校之分。学生有能力上名校，

谁不想努一把力？因此，学生之间也

有了竞争。

还有人说，削减教学内容和降低

教学难度，就能减轻负担。这像是外

行人说的话。打个比方，田径比赛

中，马拉松和100米，哪个项目难度

大？从赛程来看，好像是跑马拉松难

度大，但100米的难度就小吗？比赛

的难度要看参赛人数和运动员整体

实力。如果只是为了完赛，就不会有

难度；如果目标是夺冠，不管是马拉

松，还是100米，没有哪个项目的难

度是小的。

再举一个考试的例子。假如高

考语文只考4500个左右常用字，不

考阅读理解和作文，不考文言文，语

文总分还是180分，是不是高中语文

学科的负担就小了呢？也是不会的，

因为这180分是不会白送给任何一

个学生的。考试范围缩小，出卷者肯

定会挖空心思、翻箱倒柜地找点教材

旮旯里的东西来考，让考生防不胜

防，拉开差距。学生负担一点也不会

变轻。

要“减负”，先要搞清楚负担是从

哪里来的。我觉得，家长是最大的压

力源头。

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普遍过高，

不是高一点点，而是高一大截。假如

孩子本来是一株棉花，家长就以为是

一株木棉树，扯着枝条拼命地往上

拔，不管死活。之所以会出现校内

“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主要就是

家长的原因。试图通过让孩子接受

校外大量培训来获取竞争优势，家长

特别是妈妈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孩子

上各种培训班。

现在有一部分家长有闲有钱又

有心，在这些家长的裹挟下，其他家

长闻风而动。

我认识一对夫妻，两人都是大学

教师，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时，他们发

誓决不让孩子参加课外培训班，自己

也不教，让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

可到三年级时，他们发现孩子成

绩在班里属于中下水平，知识与技能

都不突出，自信心不强，也快乐不起

来。犹豫再三，家长只得无奈地给孩

子报了培训班。

连大学教师的孩子都上了培训

班，何况学识水平远远不如他们的普

通家长。

千万不要以为是培训机构加重

了学生负担，培训机构如繁星满天，

是因为有市场需求。培训机构又不

能绑架学生去培训，都是家长们风里

来雨里去送孩子去的。“减负”文件发

得再多，也不可能管得住家长。

家长普遍焦虑，是谁造成的呢？

社会、学校当然有责任，但主要还是家

长自己，在于家长之间的横向比较。

孩子回家汇报期中考试成绩，家

长的问题往往是：班级最高分是几

分？比你分数高的有几人？

如果语文教师经常给其中一个

班级布置很少的作业，这个班的家长

就会有怨言，说教师懒惰或不负责。

面对这样的家长，教师还敢少布置作

业吗？

其实，很多家长内心非常矛盾：

一方面怕孩子负担太重影响生长发

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加重负担争取

孩子出类拔萃。

鉴于此，我以为，要减轻学生学

业负担，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导家长认

识自己的孩子，对孩子有一个恰如其

分的期望值。这也许是一个釜底抽

薪的“减负”策略，而且难度相当大，

因为家长的想法已经很难改变了。

龙泉许东宝（楼主）
学校举办庆元旦、“六一”等活动或是

校艺术节、校庆时，动不动一个小节目也要

叫校外人士来帮忙，费用从班会费中出。

过去这些都是音乐教师自己在张罗，但现

在，不是音乐教师说自己课太多忙不过来，

就是家长觉得音乐教师不够专业，甚至没

有音乐基本功。对此，你怎么看？

杨铁金
现在学校的节庆演出，早已离自娱自

乐、自我教育很远很远，成为班级之间、学

生之间的赛事。

赵占云
学校举办节庆演出的目的早已不是“重

在参与”“丰富课外生活”，随着微信公众号、

校园直播平台的兴盛，学校借此机会进行宣

传，对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次会演包

含舞蹈、朗诵、歌唱、器乐等多项内容。

一方面，音乐教师要完成繁重的教学

任务，又要对每个班级的演出负责，这不太

现实；另一方面，音乐教师虽然是音乐专业

出身，对个别节目的编排自然在行，但要把

握整台演出仍有难度。

聘请校外专业人士进校指导，班级能

拿出有特色的节目，学生能得到展示的机

会，学校能获得良好的口碑，音乐教师减轻

了负担，校外专业人士得到了一定的报酬，

如此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龙泉许东宝
不光是音乐节目，还有体育训练、书画

创作、作业辅导都交给社会培训机构，连出

个黑板报，有的也是家委会在弄。有人开

玩笑：以后上课、考试也叫培训机构来得

了。教师确实需要“减负”，但不能忘了初

心。我记得以前村小10多个班，音乐教师

只有一人。村大会堂举办一场活动，村里

老百姓带着凳子来欣赏。从策划到排练、

演出，总指导就靠音乐教师一个人，大家对

她的能力是赞不绝口，这样当教师的才有

成就感。

伊 人
学校举办文艺活动，学生自娱自乐很重要，这样才

可以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丰富学生的在校生活。学生

在音乐教师的指导下，认真排练，精彩演出，其乐无穷。

而邀请社会人士来相助，给其报酬，总让人觉得有些不

合适。

理由有二：一是失去了教师指导的作用、师生的美

好互动，以及活动的意义；二是使得校园活动功利化，家

长有钱就能搞定，社会人士有利可图，教师力所能及的

工作一推省心。这不符合教育宗旨。

教师要善于学习，多动脑筋，提高自己的辅导能力，

多为学生出力。自己能做的事，一定要自己做，而且要

做好，要守住职业底线，不要让别人瞧不起咱们。

学校活动要结合实际，重在娱乐，因校制宜，一般无

需请校外人士参与。如果允许社会机构渗透学校，求露

脸，多招生，多挣钱，那就违背了教育的初衷。

阿 国
花钱请专业人士进班指导，虽然我并不赞同，但也

会顺着家长意愿，偶尔为之。其实，这类活动一般是文

艺方面有强项的学生为主，反正多数学生得到锻炼的机

会并不多，所以我觉得无妨。

龙泉许东宝
全部甩手不管，交由校外人士来弄，不管质量好坏，

家长都要掏腰包。这么做，欠妥当。我觉得活动应以音

乐教师为主，全程陪同监督。学校重大活动的编舞、排

练等工作，音乐教师要尽可能参与和过问。

阿 国
就一个班级的活动来说，远没有达到需要聘请校外

专家登门指导这样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一旦外聘现象

向商业化转型，势必影响比赛的公平，加重大家的功利

心和浮躁心。

陈宝国
学生自己编排节目效果最好，其次是音乐教师和班主

任指导，再不行可动员有特长的家长。如果以上条件都不

具备，适当求助校外专业人士，使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即可。

葛永锋
排演任务“外包”，虽然效果立竿见影，皆大欢喜，但

增加额外支出，增添家长负担，给人一种“烧钱美育”的

错误印象。美育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是属于培根铸魂

的工作，学校在此不能缺位。

社
会
人
士
帮
班
级
排
演
节
目
，你
怎
么
看
？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
毛小英

新课桌没用多久，上面就会
留下各种文字涂鸦和刻痕，不仅
影响美观，还给下一届学生带来
了负面影响。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许多
班级会统一购买桌套或桌布，但
成本高，清洗与整理也比较麻
烦。近年来，塑料透明桌垫开始
流行，不仅防尘防划，还极易清
洁，真可谓物美价廉。

使用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小
小一张透明桌垫，妙用还真不少。

首先，桌垫是信息汇集地。
以前，班级课程表、值日表等都是
统一贴在信息栏里，小小一张纸，
满足不了日常查看的需要。为
此，在黑板右上方用粉笔写上当
天课程与值日生名字，但这增加
了班干部的工作负担。有了这张
桌垫，学生可以将班级信息压在
桌垫下随时查看。学生还可以将
个人信息压在桌角，以便新接班
教师及时识记。

其次，桌垫是文化展示台。
一段时间后，我观察到，有些学生

的桌垫下方变成了“杂物收容所”，作业纸、试
卷、小卡片不加整理一概混入，里面竟然还有游
戏卡、明星贴纸、草稿纸、聊天小纸条等。有时
候一不小心桌垫滑落，地上都是纸张，对学生个
人良好习惯的养成十分不利。

为了培养健康的“桌文化”，我开设了一节
班会课，抽样展示几个学生的“杂物收容所”，
借此给学生讲鲁迅小时候在三味书屋写“早”
字的故事，让学生从中了解，一个字、一句话对
一个人的鼓励与鞭策作用。这之后，学生纷纷
为自己定制座右铭，用名人名言、手绘风景来
装点“一桌一世界”，开启属于自己的个性化

“桌文化”。
最后，桌垫是心灵互通桥。渴望得到表扬

与尊重是所有人的心理需求，小学生表达彼此
赞赏的方式是多元的，有语言、表情和动作等，
恰当的纸质表扬会给学生带来更强烈持久的快
乐体验。当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特别棒时，我除
了口头表扬之外，还会在他们的桌垫下压一个
大拇指或笑脸；当学生做错事被批评后，我会在
他们的桌垫下压一句“加油，你一定能行”；当学
生有些浮躁，静不下心来学习时，我会在他们的
桌垫下留一段“温馨提示语”……

同样地，我的办公桌上也有一张透明桌垫，
也会时常收到学生
的“悄悄话”与“温馨
祝福”。

小小的一张透
明桌垫，它正悄悄影
响着，改变着，提升
着教师和学生之间
的“微世界”。

体育教师当班主任在网络“炸锅”，你怎么看？

下期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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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的关键不在教师而在家长

□衢州市实验学校集团
菱湖校区 邓红燕

“老师，我知道宪法是我
们的保护法。”

“学习了这一课，我为自

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感

到自豪和幸福。”

“宪法是像空气一样的存

在，会伴随我们一生。”

……

这是我给五年级学生上

完《宪法是根本法》这一课时，

学生分享收获的情景。从学

生闪着光的眼眸中，我知道这

节宪法课已经拨动了他们的

心弦，爱国主义教育也无痕地

落到了实处。

对于宪法，很多人和我一

样既熟悉又陌生。法律条款

烦琐冗长，采用怎样的学习方

式才能让学生明白宪法跟每

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呢？

小学生都喜欢听故事，我

决定采用故事会的方式来展

开学习。

首先，听一听“别人和宪

法的故事”。宪法与每一位公

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呢？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宪法，

守护一生的承诺》。故事讲述

了一位名叫李正清的叔叔，从

出生起，宪法就一直默默守护

着他，在不同的年龄段，他的

生活都和宪法密切相关。

李叔叔的过去就是学生

的现在，李叔叔的现在就是学

生的将来。看完别人的故事，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和宪法

的故事”。

“从我出生起，宪法就在

保护我。父母不能遗弃我、虐

待我，要抚养我长大。”

“我到上学年龄就有受教

育的权利，父母就会把我送到

学校上学。”

“我上学后，老师教我唱

国歌，认识国旗、国徽。”

……

最后，我又引导学生将视

野扩大，学生很快就联系生活

实际，用法治思维去看待身边

的人和事。

“我妈妈在工厂上班，她

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节假日

也有休息的权利，如果节假日

加班，会有3倍的加班工资。”

“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国家给他们发养老保险金，每

个月有2000元，这是国家对

老年人生活给予的保障。”

“我奶奶家的猪圈被拆，国

家给了补贴，因为宪法中规定

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

故事会就在一个又一个

的小故事中结束了，但是大家

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与宪法的

故事没有结束，宪法会守护我

们一生。

12 月 4 日是国家宪法

日，设立宪法日不仅是增加

一个纪念日，更重要的是为

了让这一天成为全民宪法的

“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

形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

法至上的社会氛围。如何让

学生对这样一个纪念日有更

深的体验和感受？我让每个

学生成为主角，让他们成为

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在

课堂上，学生分组策划宪法

日活动，介绍活动亮点，最后

全体投票选出最佳活动方

案。有了这样的课堂活动，

学生自然会对这一天有更多

的关注和期待。

“猴头菇有什么营养？”“摘了还会长出来吗？”“用它做菜该怎么做呢？”……近日，常山县森
力家庭农场迎来了天马第二中心小学的学生，他们见什么都很好奇，参观、拍照、提问、采摘。
图为学生在食用菌基地，聆听农场技术人员介绍被誉为“浙江一宝”的常山猴头菇。

（本报通讯员 张国华 摄）

宪法课可以这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