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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减负，从“无作业日”开始
□ 许艳丽

这个学期，对于长沙市岳麓区实验小
学西校区的近 2000 名孩子来说， 紧张的
学习中充满了新期待。“每个月最后一天
是‘节日’，不用做家庭作业！”孩子们不约
而同地说，笑容格外灿烂。“无作业日”作
为校定节日， 在让孩子们开心的同时，更
得到了广大家长和老师的点赞、支持。
（3 月 5 日 《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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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最近，一条众筹消
息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来自广西某
高校的舞蹈系毕业班学生，为了举
办毕业晚会发起筹款项目。 新闻引
发热议，有人认为大学生无法承担
超出能力范围的晚会经费，采取众
筹的方式可以理解；有人认为众筹
主要用于公益项目，为了自己的毕
业晚会众筹似乎不太合适。
（3 月 3 日 《南国早报》）
@ 浏阳市沿溪完小王辉庆 生
活中常见的众筹似乎总是以大病
救助、灾害重建为目标。 然而事实
上，众筹募资远非如此，众筹也被
用来支持各种活动， 包括灾害重
建、艺术创作、设计发明、科学研究
以及公共专案，等等。 依此来看，缺
乏资金支持的学生给自己众筹一
场更加完美的毕业晚会其实并不违规。 至
于此举最终能否成功立项并众筹到足够的
资金，一有众筹平台管理层的审核把关，二
有广大网民的理性判断， 我们不妨以乐观
包容的心态视之。
@ 洞口七中谢建中 对高校舞蹈系毕
业班学生来说，办一场好的晚会，不仅舞蹈
服装很重要，随便一套都要几百元钱，而且
灯光、音响什么的都很重要的，这些开支想
必不是小数。 学生们挣钱的能力相对较弱，
又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 找企业
拉赞助估计也困难， 到头来这笔钱还得由
他们自己出。 所以，他们运用自己熟悉的网
络众筹方式， 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得到这笔
钱，拥有一场值得怀念的毕业晚会，我们应
该理解。
@ 四川读者刚柔 众人拾柴火焰高。 众
筹平台的宗旨和目的， 就是向困难者施以
援手，以解他们的困境，这是善举，得到了
社会的普遍认可。 毕业生办晚会，对于还没
有挣钱能力的学生而言， 遇到资金上的困
难， 只能众筹资金。 双方一个希望得到救
助， 一个愿意伸出援手， 本是一件正常的
事，没必要在当与不当中争吵不休，让捐者
犯难，让受助者尴尬。 只要我们的众筹平台
公正、公开、透明，保证资金去向的安全就
行。 毕竟这是在做善事，过多的纠结在一些
问题上，“
众筹”就变成“众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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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
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现在的中小学
生课业负担重，学习压力大，严重阻碍
了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通过有效的减
负手段，引导中小学校贯彻落实党的教
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中小学
生营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就显得尤
为重要。“
无作业日”倡导一种科学合理
的教育环境，释放了减负的信号。
作业是教育教学流程中的重要环
节， 通过作业可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
果，考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从而
使教师有针对性地改进教育教学，实
施个性化的教育教学辅导， 这些都是
正常合理的教育教学行为。 然而，事与
愿违， 诸多中小学校教师在布置作业

的过程中，忘记了作业的目的与初心，
往往为作业而作业， 将作业演变成学
生提分的工具， 致使作业数量急剧增
加。 各科作业相互累加，作业时间不断
延长，再加上家长额外布置的作业，让
学生不堪重负， 扰乱了学生的正常生
活，占用了学生大量的休息时间，影响
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无作业日”并不是取消作业，不
布置作业，让学生丢弃作业，而是让学
生从繁重的作业中解脱出来， 腾出时
间去阅读、去实践、去玩耍，这是对作
业的深层次反思。 它是在释放一个理
性的信号，提醒教师、家长、学生，重新
认识作业的真正目的与意义， 思考什
么样的作业才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的作

天天辅导其实不好

业，才是框定在教育范围之内的作业。
当然，学生减负，仅靠“无作业日”
是不行的， 其关键在于通过这样一个
活动，营造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 对于
教师而言，无论是“无作业日”还是平
常时间，都要严格控制学生的作业量，
优化学生的作业内容， 提高学生的作
业质量，发挥学生的作业效益。 而对于
学生而言，应正确看待作业，养成良好
的作业习惯，以期高质量地完成作业，
促进自我健康成长。
学生学习负担重是一个社 会 问
题。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学校做起，
从教师做起，设立“无作业日”作为减
负的创新举措， 应当值得大力推广与
提倡。
（摘自蒲公英评论网）

“
学生提案”
亦有家国情怀
□ 余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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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冈中学校长何兰田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不赞赏家长天天辅导孩子写作业。 学习是有规律的，有时候辅导过
多反而会让孩子误学。 他还表示，应该在活动中、运动中建立亲情关系；
孩子阳光灿烂了，学习能力自然水到渠成。“
对每个孩子而言，比起埋头
被动完成作业，有目标更重要。 因为有了目标之后，孩子就会有动力。 ”
何兰田建议， 广大家长应降低对孩子的期望值， 并力求家庭教育有计
王铎
划。 有了计划，安排好时间，孩子的学习效率就会提高。

高校“转会费制度”值得一试
□ 钱桂林
针对“高校人才的无序流动”，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乔旭认为，高校间可以共同探索建
立人才流动的协商与补偿机制，约
定师资人才、 实验设备共享机制、
成果合理共享机制，甚至可以引入
体育界的“
转会费制度”，作为人才
流动之后，对于“老东家”的补偿，
等等。 （3 月 9 日 中国青年网）
“高校人才的无序流动”是近
些年来的新问题，受经济待遇等因
素影响，高校人才出现了“孔雀东
南飞”“择良木而栖”的现象，正所
谓“人往高处走”， 这也属人之常
情，我们不必苛责。
但必须看到，高校人才的无序
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加剧了
高校之间的校际差距。 受地区、经
济发展等条件影响，高校的发展不
太均衡，校际差距较大。 一些强势
高校出台优惠政策“
抢”人才，致使
薄弱高校处于竞争下风，越发加剧
了校际差距。二是削弱了薄弱高校
的“
造血能力”。 薄弱高校的“造血
能力”本身就有限，而一些急需、紧
缺的人才被“抢”走，更是“雪上加

霜”了。 三是妨碍了国家相关战略
的顺利实施。高等教育的发展事关
国家发展的全局， 应该全国一盘
棋。 高校人才的你争我夺、暗流涌
动，与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
部崛起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国
家战略相悖。
高校人才不可能“从一而终”，
毕竟人才的流动是现代社会的特
征，防范人才流失靠封堵是不现实
的。但高校人才的无序流动其害大
矣，亟需正视，乔旭建议，建立人才
流动的协商与补偿机制，不妨引入
体育界的
“
转会费制度”，作为人才
流动之后对于
“老东家”的补偿，不
失为一个好的建议。 实行“转会费
制度”， 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从经
济上弥补“老东家”因人才流失而
造成的损失，同时还可以用“转会
费”重新吸纳优秀人才，保证人才
不断链，值得一试。
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高校人
才的有序流动，可以适当借鉴其他
行业的成功实践，结合自身实际能
动地加以利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

《关于整治老年保健食品欺诈和虚
假宣传的提案》《关于将学生从校外辅
导机构“拉”回学校的提案》《关于规范
早教机构管理体制的提案》《关于加强
中小学食堂膳食营养建设的提案》，今
年全国两会上， 这些由上海市奉贤中
学、江苏省南通中学等学校中学生提交
的
“学生提案”引人注目。
（3 月 4 日 人民政协网）
众所周知，全国两会是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 它事关国计民生，也
事关每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 当
“学生提案” 出现在高大上的全国两会
上，也就意味着这群孩子摆脱了“两耳
不闻窗外事”的书生标签，跨出了他们
学习的舒适圈，参与到了国家政治生活
之中，这样的新闻实在令人欣慰。
要知道，学生们递上的绝不仅仅是
一份提案，还有提案背后他们对身边人
和身边事细致入微的观察，从提案的标
题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关心被保健
品欺骗的长辈， 关心被校外辅导机构
“绑架”的同学，也关心早教机构是否规
范、学校食品是否健康营养。 因为关心，
所以用心用情，他们开动脑筋，主动为
这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出招。
“知之者不如行之者”，提案是一个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学以致用，将课
本上的知识和生活中的经验运用于实
践；他们还必须寻求老师、父母、权威人
士的帮助，让提案更专业、更具可行性。
且不说这些建议能否被采纳，光是他们
这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就值得我
们为之点赞。 除此之外，孩子心中萌芽
的家国情怀更值得褒奖。
我们总说“要培养孩子的家国情
怀”，家国情怀要怎样培养？ 笔者以为，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潜移默化
地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
在参与之中，与国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家国情怀自会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