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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下，新学期有新变化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记者：“双减”
政策下，家长们都
期待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和服务水平进
一步提升。您认为
这种提升应该如何
去实现呢？

薛国凤：减负
之前，先需“增”。
只有补齐以前的

“短板”，加强此前
的“ 欠 缺 ”，强 化

“双减”后应该承
担的责任，才让人
敢 减 ，才 能 真 正
去减。

“双减”的根本
是让教育回归，让
教育回归就是遵循
教育发展规律。这
个规律就是因材施
教，根据学生的不
同特征、不同个性
实施具体、个性化
教育，从而培养不
同特质、具有创新
创造性的人才。

就此，学校要
破 立 相 协 ，提 质
增效。

一是要增强学
校的主体意识和担
当意识。学校是教
育的主阵地、主战
场，要充分发挥其
主体作用，主动承
担责任。

二是学校要扩
大义务教育优质资
源，提升课堂教学
质量。新学期课程
表上，艺术、体育、

实践、拓展类的课程数量增多的现象，其
实是对我国教育目的回归和真正落实：
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和谐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是学校要从根本上满足学生多
样化的教育需求，确保学生在校内学
会、学足、学好，才是把学生留住的底
气，才能真正发挥学校主渠道、主阵地
的作用。而增加这种底气的关键，在于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是否能达到优
质均衡，教学质量、效能是否得到有效
提升。

记者：除了学校教育，您对全面规范
校外培训行为怎么看？

薛国凤：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
教育，在国际学术界一般被称为“影子教
育”，是与主流学校教育平行的一种教育
形式，但许多校外培训机构无视教育规
律，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甚至有的教师
在无序、失衡下把学习任务人为转移到
了校外培训。

此外，“双减”政策之所以给非学科
类培训的发展留出一个很大的空间，这
与大多数学校目前的非学科类培训实力
不足、需要借助社会力量有关，也与非学
科类培训与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直接相关，但绝不是为了把非学科类培
训打造为另一个“学科”培训，国家绝不
会让功利思想、焦虑情绪再度出现在非
学科类培训上。

记者：如何在家长心中真正树立起
对“双减”政策的信心？

薛国凤：其实，家长疑虑的是政策
能否真正让孩子的学习质量和成长质
量得到有力保障。这就要求各地将“双
减”政策分解得更加细化，制定出更具
有针对性的完善细则，让家长们对政策
放心。

此外，家庭需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和教养观，扭转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对
家庭来说，应更加关注孩子在校学习的
质量，密切与学校的联系，家校携手，为
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当然，达到优质均衡近便的目标，更
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共同努力。比
如，缩小域内同学段学校间的差距可以
有效地缓解择校热，也就可以很好地抑
制为升入好学校而不断恶化的竞争性补
课，进而也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校外培训
的“补课市场”需求。

“减负”并非一减了之。要加强公共
教育供给，使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
学校、家庭、社会都要对学生课余时间负
起责任，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学校的课后
服务时间可以请校外具备相应资质的专
门技术人员、非遗传承人、志愿者来参加
辅导。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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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新学期伊始，邢台市内丘县
积极落实“双减”政策，鼓励中小学生走进当
地的博物馆、图书馆、书店等，度过快乐、有意
义的周末。 新华社发

◀课后服务的特色课程上，老师带领孩
子们进行体育锻炼。

石家庄金柳林外国语学校供图

“高年级线下课程下周开课，低年级的下下
周开课，开课的第一节课改为网上授课。”9月4
日下午，石家庄市学而思某教学点内一位工作
人员说。

记者看到，授课区没有教室在上课，有的家
长正在办公室领取学习资料。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双减”政策下，他们
调整了授课时间，自2021年秋季起，周末不再
开设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课程，并合规开
设周中课程（周一至周五晚上）。

相隔一周后的9月11日，在学而思上课的
学生家长孙先生向记者发来一条截图信息——

“家长您好，教培机构近期受政策的影响，由于
学而思线下课的校区运营成本过大，并且线下
面授复课审批仍在进行中，同时考虑到孩子周
中晚上面授课程的接送交通时间上的问题，从
9 月 13 日起，秋季班课程全部转为在线小班
课。”

孙先生说，消息一出，接到通知的许多家长
就办理退费了。

9月4日，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记者在学
科类培训机构聚集的石家庄怀特聚星城看到，
曾经的喧嚣已不在。培训机构大门紧闭，店内
灯光关闭，透过玻璃门看到机构内空空荡荡。
贴在玻璃门上的告示，内容或为公司停止运营，
或者因业务调整申请撤展，缴费会员可到其他
校区继续上课。

此外，也有像大桥外语这样的连锁机构在

营业。记者看到，其授课区灯光为关闭状态，只
有前台工作人员在值班。一位学生家长向记者
透露，之前周末上课的大桥外语已转为每周五
上课，由于暑期课程缴费未上够学时，目前上课
不需再缴纳费用，顺延至秋季课程，之后是否再
缴费，该家长表示需要观望。

学科类培训市场的缩减，致使部分机构转

型布局素质教育。
9 月 9 日 19 时，石家庄新东方学校举办了

少儿素质教育项目新品首发会，推出了造物创
客课程和创意美术课程。

无独有偶，石家庄优加青少教育推出素质
教育实践拓展活动项目，将开展一系列多元素
质拓展实践活动。

培训机构在寻找出路，而孩子们的周末已
经有了新选择。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这里陈列了中国共产
党100年的史料和文物。”9月12日上午，三年
级学生苏子航和妈妈在河北博物院北区二楼沿
着9、10号展厅参观展陈。

“周六日没有课外培训班了，我能挨个去看
好看好玩的东西了。”苏子航高兴地说，“我和妈
妈计划下周去石家庄城市馆。”

“紧张有序的训练，从喜欢到热爱到酷爱，
孩子学习篮球的时间增多了。”9月12日傍晚，学
生家长孙坛带着儿子到篮球训练场参加培训。

孙坛告诉记者，平日里孩子一有空就想摸
摸篮球，无奈作业和辅导班占据了大量时间，导
致篮球培训断断续续。新学期开始后的每个周
末，儿子能有充裕时间参加培训。

“同学们看着教练如何左右脚运球，好，现
在开始逐个运球，开始！”9月11日下午，在怀特
聚星城负一楼足球训练场地，一位教练带着8
名学生正在进行足球训练。

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怀特聚星城每
个体育训练场地都有学生在训练。

熙熙的妈妈米女士向记者展示了孩子周六
的安排，“周六注定是忙碌的一天，上午10点半
到12点半是机器人编程，下午两点到三点半是
美术，下午4点到5点半是足球。”米女士说，既
然有充裕的周末，就要从小培养孩子兴趣，关心
孩子身体健康，给孩子一个快乐童年。

学生早上到校时间推迟，可以多睡一会儿了；写作业时间变短，晚上可以早睡了；学校提供课后服

务离校时间错后，家长们接孩子时间合适了；而周末，越来越多的孩子或奔跑在运动场，或徜徉在图书

馆，或去郊野游玩……

9月1日开学的新学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这是“双减”落地的第一个学期，记者走访发现，我省各

地的学校、学生、家长呈现诸多新样貌。“双减”减了什么？

家长们的焦虑是否有所缓解？“双减”后的周末孩子们都去哪儿了？

“今天留的作业回家再写一小时就能完成，
以前两小时都写不完，作业量真的减少了。”9
月3日18时，刚从某中学校门出来的初二学生
王梦甜告诉记者，抄写作业变少了，机械重复的
作业几乎没有。

“现在学校不留书面作业，治疗完眼睛回
家就可以睡觉了。”9月9日18时，小学二年级
学生楠楠说。她和奶奶乘公交车前往石家庄眼
科医院。“我从去年开始每天下午放学就去医
院治疗，然后回家写作业。要写到晚上11点，总
感觉睡不够。”

楠楠的奶奶告诉记者，孩子的眼疾与睡眠
时间少有很大关系，新学期开学后二年级不留作
业，孩子能多睡觉，或许视力会恢复得快一些。

孩子能每天多睡一小时，跟学校对家庭作
业的精心设计，以及作业管理改善有关。

石家庄金柳林外国语学校教务主任刘新新
是一位英语教师，她给记者展示了一份个性化
作业。“我们将英语作业分为三个层次：A类题
面向全体，以基础知识为主，比如基础词汇应
用、语法填空等；B类题面向基础较强的学生，
题目有一定难度，如与所学知识相关联的延伸
性文章阅读；C类题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在B
类基础上有一定的拓展，比如搜集身边的故事、
创编小作文等。”

家庭作业在减，早晨到校时间也推迟了。
9 月6 日8 时，石家庄市青园街小学门口，

孩子们在老师组织下有序进入校园。往日这个
时间段，孩子们已经坐在教室上课了。

“新学期孩子早上到校时间推迟了，按照新
要求是8点到校，能多睡20分钟呢。”刚送完孩
子的张女士说，“千万别小看这20分钟，开学这
几天孩子上学时精神状态都变好了。”

记者从各学校了解到，与之前相比，石家
庄市绿洲小学入校时间推迟至 8：30；石家庄
市桥西实验小学错时入校时间为8：00-8：20；

北京师范大学石家庄附属学校错时入校为
7：50-8：20；石家庄市第四十一中学对学生
到校时间进行了调整，7：40 进校打扫卫生，
8：00 开始上课。

而且，学校的课程设置也有不少新内容。
9 月 6 日 17 时，记者在石家庄市西二环新

石中路口公交站遇见了六年级学生张媛，她在
等车间隙向记者展示了新学期的课程表，“这学
期的课程表上‘副课’多了起来，如道德与法治、
科学、劳动教育、体育等很多‘副课’。”

记者发现在多位学生课程表上，学科类课
程数量大多在每周10节，剩下均为非学科类课
程，劳动教育课也普遍出现在各个学校课程设
置内。

9月8日16时，石家庄市绿洲小学大门外，
家长们在接放学的孩子。

家长周女士告诉记者，开学之初学校就发
放了课后服务家长明白纸和课后协议服务书。

“要求自愿报名，没有报名的家长们想再看看情
况，学校课后服务期间孩子到底在做些什么？”

“绿洲小学自由搏击校队队员9月9日下午
选拔，以后每周三和周五下午3点40分至5点
10分，想参与选拔的同学，请家长接龙报名。”9
月8日晚，周女士收到了学校课后活动的通知。

接到通知，周女士就给孩子报了名。周女
士的孩子在该校上二年级，由于没有家庭作业，
又需要在学校托管，所以她更在意托管学习的
内容。

采访中不少家长都有这样的疑虑——课后
服务时间，孩子们在学校做些什么呢？会不会
浪费时间？

“学校为学生们提供了‘菜单式’的课后服
务，包括足球、蹦床、木工坊等20余种丰富多彩

的社团活动。”唐山市南湖小学校长刘丽霞介
绍，学校同时还对有意愿留在教室完成课后作
业的同学，也安排了教师进行辅导和答疑。

在石家庄金柳林外国语学校，最受学生欢
迎的是学校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设的音体美科

“第二课堂”。
“两个宝贝选了一样的课后特色课程，音乐

美术体育分别有一节选修课自选。”该校学生家
长米女士说，“课后在学校学习兴趣课程，这样
的课后服务我比较放心。”

据该校小学教学主任平浩言介绍，课后服
务分为课程辅导和特色课程两类，课程辅导由
学科老师轮流对本班学生进行辅导，特色课程
有数学思维创模训练、编程乐高、英语大阅读、
管乐团、合唱团、篮球队等。学校启动课后服
务，很多同学积极参与特色兴趣第二课堂活动。

采访中记者发现，“双减”政策下，不少家长
对孩子的“分数”，有了更多期待。

“孩子今年上初三，一想到孩子的成绩，我
整夜睡不着觉。”初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说，“分
数，真成了我们家幸福指数的‘晴雨表’。”

一直以来，牺牲孩子的休息时间，让他们参
加各种培训班、进行题海大战，早已成了很多家
长“别无选择的选择”。

王女士坦言，“双减”政策确实提出了减轻
孩子负担的要求，但是家长们期待升学评价标
准能更完善，而不是只拿分数作为唯一标准。

“如果短期内不能完全解决这种担忧，那就必须
向教学的主阵地课堂要效率。”

有的家长期待在职教师回归课堂，应教
尽教。

一位家长向记者透露，曾经在外开小班的

在职教师终于回归学校了。此前，有教师为赶
进度，补课内容超前，致使学生对课堂内容没兴
趣，以至于有的学生过分依赖课后补习，忽略了
学校的正规教育。甚至还有教师在学校敷衍，
在课外拼命，或在课堂减量，在课下补充，逼得
学生不得不参加补课班。

一位初三学生家长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家
孩子考上高中没问题，但是要想考进重点高中
重点班，他期待学校在这一学年应教尽教，提升
教学质量。

“新课程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同时将课堂时间设置为 35 分钟，让老师少讲
学生多练，从而提高课堂的实效性。”金柳林
外国语学校总校校长王亚光介绍，“调整后多
出来的时间，学校将会给孩子安排更优质的课
程，比如连排‘超级课堂’是 2 节课，让学生以
兴趣为出发点自由选择，促使学生养成思考、
研究的习惯，这要比单纯的知识传授更让学生
受益。”

作业少了，睡眠多了

焦虑少了，期待多了

学科培训少了，兴趣爱好多了

课后服务的特色课程上，老师带领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 石家庄金柳林外国语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