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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近日印发。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第一个聚焦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文件，是新时代我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纲领性文件。
“将体育科目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取计分科目”“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纵观《意见》，从义务

教育阶段的招生到考试，都有深入细化的要求。

权威发布

（上接 01 版①）
每天早上， 孩子们来到教室的第

一件事就是开展“与黎明共舞” 的 10
分钟晨诵。 班上的图书角有 18 本《日
有所诵》、26 本《中国最美童诗》，还有
部分朱永新主编的《新教育晨诵》《中
华经典诵读》等。这些书满足了不同孩
子的需求，他们可以尽情选择，以此来
拓展自己的阅读视角。

每天的语文课，走进教室，贺刚的
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们诵读一首“早
安 童诗”。 读冰心的《繁星》《春水》，读
金波主编的《给小时候的诗》《蝴蝶 豌
豆花》，读雪野主编的《中国最美的童
诗》……

对孩子们来说，“晨诵”“课前诵
读”和“早安 童诗”是一种积累，一种

对经典、对优美语言文字的积累。
孩子们读得多了，展现的欲望也

随之而来。 四年级集体作品《年龄》：
爷爷的年龄，写在额头的皱纹里；羚
羊的年龄， 刻在头顶的犄角里；老
师，响尾蛇的年龄呢？ 是不是藏在尾
巴吱吱的响声里？ 孩子们的作品让
不少专家驻足思考： 这是四年级孩
子的思维吗？

类似的变化在醴陵市各大中小学
校上演。“醴陵很多学校都比较偏远，
经过一年的书香浸润， 孩子们变得更
自信、更大方，对人对事也有独到的见
解。 ”醴陵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匡佑生
向记者介绍，近两年来，醴陵市教育系
统在软硬件上下功夫， 为书香校园建
设助力。

该市先后投入 120 多万元， 与担
当者行动等公益组织合作，建设温馨
舒适的图书馆、阅览室，实现了全市
213 所小学 1734 个班级“班班有个图
书角”全覆盖。 同时，该市成立了醴陵
市中小学校长悦读成长共同体、瓷城
绿光芒读书会、 彩虹花项目交流群、
骨干教师论坛、渌水读书会等多个阅
读共同体，通过定期开展线上线下读
书分享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阅读改
造灵魂的理念深入每一位醴陵教育人
心中。

目前， 经典图书阅读量已纳入该
市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书香校园”“书
香家庭”“书香教师”“小书虫” 的评选
表彰更是引导和激励着每一位老师、
每一个孩子向上向善。

（上接 01 版②）
“孩子有随时可能发作的突发性癫痫。”张雄

鑫的母亲向小兰这才告知张芬实情，“我们害怕
说出孩子的情况后，学校会不让他读书。”看着向
小兰的担忧和张雄鑫求知的眼神，张芬言辞肯定
地表示：“我不会抛弃班上任何一个学生。 ”

发生这件事后，张芬将张雄鑫调到了第一
排，时刻关注他的状态。不仅如此，张芬更是到
医院向医生学习有关癫痫急救的方法。“千万
不能随便移动他的身体，可以在孩子头下面轻
轻垫个书包，这样有利于他的呼吸……”在张
雄鑫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张芬看见他突发癫
痫的情形就有 11 次。“虽然还是和以前一样害
怕，可我知道该做些什么。 ”张芬说。

任教以来， 张芬多次获评优秀班主任、优
秀教师、最美班主任。 她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为
人师者的责任担当， 指引孩子们走出大山，让
最美芳华在山间绽放。

义务教育改革纲领性文件出台
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不得布置惩罚性作业

严禁以竞赛成绩作为招生依据
《意见》提出，推进义务教育

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健全
联控联保机制， 精准做好控辍保
学工作。 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
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
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
拔学生。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
审批地统一管理， 与公办学校同
步招生；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
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取。

高中阶段学校实行基于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结合综合素
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 落实优
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
政策， 公办民办普通高中按审批
机关统一批准的招生计划、范围、
标准和方式同步招生。

在教学方面，《意见》提出，要优
化教学方式。 坚持教学相长，注重启
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 融合运
用传统与现代技术手段， 重视情境
教学； 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
教学，开展研究型、项目化、合作式
学习。 精准分析学情，重视差异化教
学和个别化指导。

学校要健全教学管理规程，统
筹制定教学计划，优化教学环节；开
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 不得随
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
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小学
一年级设置过渡性活动课程， 注重
做好幼小衔接； 坚持和完善集体备
课制度，认真制定教案。

同时， 在互联网教育的热潮之
下， 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
应用也成为《意见》中的一项要点。

《意见》提出，推进“教育 + 互联网”
发展，按照服务教师教学、服务学生
学习、服务学校管理的要求，建立覆
盖义务教育各年级各学科的数字教
育资源体系。 加快数字校园建设，积
极探索基于互联网的教学。 免费为
农村和边远贫困地区学校提供优质
学习资源，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加强信息化终端设备及软件管理，
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进校园审核监
管机制。

此外， 在课程教材建设方面，学
校要提高校本课程质量，校本课程原
则上不编写教材。 严禁用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严禁使用未
经审定的教材。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引
进境外课程、使用境外教材。 完善义
务教育装备基本标准，有条件的地方
可建设创新实验室、综合实验室。

《意见》提出，严格执行学生体质健
康合格标准，健全国家监测制度。除体育
免修学生外，未达体质健康合格标准的，
不得发放毕业证书。开齐开足体育课，将
体育科目纳入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
取计分科目。科学安排体育课运动负荷，
开展好学校特色体育项目， 大力发展校
园足球， 让每位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运动
技能。广泛开展校园普及性体育运动，定
期举办学生运动会或体育节。 鼓励地方
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公共运动场所。
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 鼓励体育社会组
织为学生提供高质量体育服务。

精准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 健全学生视力健康综合干预体
系，保障学生充足睡眠时间。 同时，强化
对网络游戏、 微视频等的价值引领与管
控，创造绿色健康网上空间。

实施学校美育提升行动， 严格落实

音乐、美术、书法等课程，结合地方文化
设立艺术特色课程。 广泛开展校园艺术
活动， 帮助每位学生学会 1 至 2 项艺术
技能、会唱主旋律歌曲。鼓励学校组建特
色艺术团队，办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建
设。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专业艺术
人才到中小学兼职任教。 支持艺术院校
在中小学建立对口支援基地。

优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结构， 确保
劳动教育课时不少于一半。 家长要给孩
子安排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学校要坚
持学生值日制度， 组织学生参加校园劳
动， 积极开展校外劳动实践和社区志愿
服务。创建一批劳动教育实验区，农村地
区要安排相应田地、山林、草场等作为学
农实践基地， 城镇地区要为学生参加农
业生产、工业体验、商业和服务业实践等
提供保障。

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省级命题
《意见》中要求，各地要加强监测和督导，坚

决防止学生学业负担过重， 杜绝将学生作业变
成家长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不得布
置惩罚性作业。 教师要认真批改作业，强化面批
讲解，及时做好反馈。

《意见》强调，从严控制考试次数，考试内容
要符合课程标准、联系学生生活实际，考试成绩
实行等级评价， 严禁以任何方式公布学生成绩
和排名。 各地各校要切实加强课程实施日常监
督，不得有提前结课备考、超标教学、违规统考、
考试排名和不履行教学责任等行为。

高中阶段学校实行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落实
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初中政策，公办民
办普通高中按审批机关统一批准的招生计划、范
围、标准和方式同步招生。 稳步推进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省级统一命题，坚持以课程标准为命题依
据，不得制定考试大纲，不断提高命题水平。

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意见》强调，对符合条件的非在编

教师要加快入编，不得产生新的代课教
师。实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对不适
应教育教学的应及时调整。 加大县域内
城镇与乡村教师双向交流、 定期轮岗力
度，建立学区（乡镇）内教师走教制度。

同时，制定教师优待办法，保障教
师享有健康体检、旅游、住房、落户等优
待政策。完善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总量核
定办法，建立联动增长机制，确保义务
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
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另外，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
育惩戒权。

严控各类创建评比活动
《意见》强调，党政有关负责人要牢

固树立科学教育观、正确政绩观，严禁
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学
校和教师。 将校园安全纳入社会治理，

完善校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和依法处
理机制，坚决杜绝“校闹”行为，维护正
常教育教学秩序。

各地要完善统筹协调机制，严格控
制面向义务教育学校的各类审批、检查
验收、创建评比等活动，未经当地教育
部门同意，任何单位不得到学校开展有
关活动。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纳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督
查范围，并将结果作为干部选任、表彰
奖励的重要参考。 对办学方向、教育投
入、学校建设、教师队伍、教育生态等方
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地方，要依法依规追
究当地政府和主要领导责任；对违背党
的教育方针、背离素质教育导向、不按
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施教学等
行为， 要依法依规追究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教师和有关人员责任。

据新华社

入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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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纳入高中招生录取计分科目

其他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