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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减负六条”催生多种实践课
有学校推减负增效“八项规定”，开福区设无书面家庭作业日，让孩子享受动手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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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3日讯 近期持续
的阴冷天气，为“喜冷怕热”的麻
疹病毒在外界存活提供了空间。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疾控中心获
悉， 目前麻疹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大部分儿童发病与麻疹类疫
苗未全程接种有关。

根据省卫生计生委统一部
署，长沙市疾控中心已开展麻疹
类疫苗查漏补种工作， 时间为3
月20日至4月15日。家里有2010
年3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出
生的儿童，请家长们拿出孩子的
预防接种本，对照一下：8月龄到
17月龄是否接种了一剂次麻风
疫苗？18月龄到6岁是否接种了
一剂麻风疫苗和一剂麻腮风疫

苗？ 如果您的孩子没有接种完
全， 不论是否具有长沙户籍，均
需前往现居住地的预防接种单
位，进行补种。

专家特别提醒，如果孩子近
期接种过减毒类的疫苗，需要至
少间隔28天方能补种麻疹类疫
苗。 凡以前接种麻疹类疫苗过
敏、现患急性疾病或处于慢性疾
病的发作期、免疫低下或正在接
受免疫抑制治疗、患脑病、未控
制的癫痫和其他进行性神经系
统疾病者， 不能接种麻疹类疫
苗。儿童家长一定要向接种工作
人员如实说明孩子的身体状况，
保证接种安全。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刘姝

■记者 贺卫玲

本报3月23日讯 去年
底， 长沙市教育局出台中小
学“减负六条”，要求学校不
得布置必须由家长协助才能
完成的作业， 不得要求家长
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 小学
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
业。

新学期开学， 开福区教
育局又开全市先河， 规定全
区4万多名小学生，每周享受
一天无书面家庭作业日。开
学已经一个多月， 这些规定
实施情况如何？

一小学推出了减负增效
“八项规定”

“减负六条” 还不够具
体？那就来个“八项规定”。

记者从麓山国际实验小
学了解到， 为了让减负落到
实处， 学校推出了减负增效
“八项规定”。 该校校长黄斌
介绍，“八项规定” 涵盖了作
业设计、 作业内容、 作业项
目、作业时量、学科协调、实
践活动、布置方式、作业批阅
八个方面的要求， 教师必须
“精讲、精练、精批、精析”，学
校建立学生课业负担监督机
制，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三
方面的作用， 形成减负增效
的合力。

“减负是前提， 是手段。
减学生、家长的负，目的一定
要定位于增效上。 减少书面
家庭作业， 创新作业布置形
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增进家校沟通与互助， 切实
促进教育教学效果提升。”负
责教学的副校长戴伍军说，
学校老师都签订了减负工作
责任书， 这对于他们来说也
是一种压力和鞭策， 一是必
须要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
二是家庭作业的布置要更加
精准有效。

该校三年级一位家长表
示， 学校适当减少书面作业
的布置， 孩子回家后可以进
行体育锻炼、阅读、练琴，更
加促进孩子各方面均衡发
展。“现在老师创新了作业布
置形式， 班级正在推出小主
播活动， 给孩子们提供了很
好的展示才艺的平台。”不
过， 一位一年级的家长告诉
记者， 虽然学校不布置书面
作业，但是放学后，他会让孩
子写10分钟的生字， 复习一
下功课，温故知新。

“与鸡蛋相处24小时”
代替了书面作业

新学期伊始， 开福区教
育局开全市先河设立了无书
面家庭作业日。

开福区各学校根据实际
每周周一至周五安排一天
“无书面家庭作业日”， 倡导
实践型、研究型作业，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经历，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幸福感。
那没有书面作业了， 学校会
布置一些什么样的作业呢？

“我们学校把每周三定
为无书面作业日， 这一天老
师们会布置一些动手实践的
作业。比如数学，会让孩子们
观察家中的圆锥、 圆柱形物
体，认识一些数学概念，进行
口算等等； 语文则会让孩子
们阅读课外书籍， 还有一些
特别有趣的作业， 比如24小
时携带一个生鸡蛋， 并保护
好它的安全， 培养孩子的爱
心和责任感。”马栏山小学教
导处主任赵凯向记者介绍，
学校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减
负工作， 一个是采取措施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 另一个就
是减少作业量。 学校每周都
会组织老师集体听课、评课，
每个老师一周要进课堂听
3-6节课，这已经成为学校工
作的新常态。

17岁高三学生小黄（化名）
咳嗽一月有余，感冒药吃了一堆
也没见好转，近日，他来到湖南省
人民医院呼吸内科门诊， 检查之
后被确诊为“肺结核”。

据小黄介绍，因为备战高考，
他每天都学习到很晚， 最近一个
月开始咳嗽和咳痰， 一直以为是
感冒，没想到竟然患上了肺结核。

省人民医院呼吸内一科主任
刘志光介绍，随着高考季的到来，
因高考压力、 熬夜学习等多种因
素导致学生身体抵抗力降低，一
旦有传染源， 极易让结核杆菌乘
虚而入。类似的病例，近年来已经
收治了多起。 学校因人员高度集
中，很容易进一步传播蔓延。

“结核病是由结核杆菌感染
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结核菌可能
侵入人体全身各种器官， 主要是
侵犯肺脏。”医生介绍，肺结核病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 其症状并
不是结核病所特有的，很多其他肺
部疾病也会产生这些症状。肺结核
的症状大都由轻渐重， 多数患者
早期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 不易
引起重视，常被误认为是“感冒”、
“气管炎”而耽误诊治。因此，如有
以上症状， 持续时间又超过2-3
周，就应该想到有结核病的可能。

“肺结核病是完全可以治愈
的， 应及时到当地的结核病防治
机构去获得咨询和服务， 接受相
应的检查和正规的抗结核治疗。”
刘志光提醒， 高考学生在紧张的
备考阶段，应当劳逸结合，保证充
足睡眠，及时增减衣服，注意饮食
卫生，感冒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同
时要注意适当运动，增强体质，不
让结核菌有可乘之机。

■记者 刘璋景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
到， 大部分家长对学校的减
负工作还是认可的， 他们认
为避免一些重复的抄写、需
要由家长代劳的作业， 不仅
节约了孩子和家长的时间，
还让孩子有更多的时间锻炼
动手能力、 进行更多的课外
阅读、学习自己喜欢的特长，
比如画画、练琴等等。但是也
有小部分家长、 特别是爷爷
奶奶辈的家长总觉得学校的
作业布置得太少了。

“孩子这么小，又没有自
制力， 学校没有布置多少作
业，一回家就是疯玩。”王爷
爷的孙子读小学二年级，因
为儿子、儿媳妇工作忙，平时

他和老伴一起负责接送孙
子、照顾生活学习，对于学校
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的
做法，王爷爷表示不支持，他
认为小孩子就是应该多写多
练、打好基础。

马栏山小学校长方欣
说， 本来小学低年级的作
业就不多， 比如语文抄写
汉语拼音之类的， 课堂上
留下一些时间足够完成。
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和没有
作业是两个概念，学校主张
更多的时间用来进行课外
阅读或做一些实践类的活
动，小学阶段主要是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 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大部分家长点赞，小部分家长有情绪

长沙市启动麻疹类疫苗查漏补种

本报3月23日讯 今天上
午，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消化内
科，5个月大的小飞躺在病床上，
由于患先天性肠闭锁，术后肠黏
连反复发作， 导致严重营养不
良，体重只有3.1公斤。

“孩子刚出生， 肚子就胀得
特别大。”小飞的爸爸张先生说，
他们来自永州，孩子患先天性肠
闭锁，生下来的第二天就在医院
接受手术， 治疗了两个月后，孩
子越来越瘦，这才转院至省儿童
医院。目前经过3次手术，孩子状
况稍有好转。

省儿童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游洁玉告诉记者， 孩子的情况还
比较危及，正在全力救治。她表示，
学龄前后儿童营养与健康状态面
临诸着诸多问题， 一方面是营养

不良影响健康，其次是营养过剩，
造成孩子肥胖，引发高血脂、糖尿
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游洁玉主任表示，培养孩子
健康饮食需注意五点，新生儿最
好以母乳为主食，一般不需要添
加其他食物。 实在不能母乳喂
养，可以吃配方奶。其次，婴儿四
个月后添加辅食，家长选择新鲜
食材， 制作尽量保持食材原味，
逐渐增加辅食量并从一种添加
到多种。

她表示， 在孩子六个月后，
可适量补充肉沫、猪肝泥等肉类
食物。家长不能强迫喂食，用餐
时间一般不超过20分钟。让孩子
保持适当运动，每天锻炼不能低
于1小时。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姚家琦

吃了不吸收，5个月大婴儿仅6斤
专家教你科学喂养

备战高考
小心肺结核染身

3月23日，漫画家为师生介绍水墨漫画的创作技巧。当天，长沙市教育局教科
院在长沙铁路第一中学举行中小学漫画创作暨水墨漫画观摩活动， 来自全市各中
小学校的美术教师共400余人参加。漫画家通过漫画知识讲授、经典作品赏析、学
生习作点评等，激发学生对水墨漫画的创作热情。 刘谦 詹蓉 摄影报道

水墨漫画
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