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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即将到来 ， 备受关注的
“双减 ” 政策将会怎样落地 ？ 据悉 ，
湖南学校将进一步落实作业减量和课
后延时服务。

因材施教从作业分层布置开始

“新学期每位学生将有校本化的
分层作业本， 学生课后作业可以根据
自身学情各取所需， 以此减轻学生作
业负担， 提高作业质量。” 在长沙麓
山国际实验学校校长邓智刚看来， 作
业布置不合理是造成当前学生负担过
重的重要因素。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
校将从作业分层布置为突破口， 减轻
学生作业负担 。 据悉 ， 该校将按照
“双减” 具体要求， 先选定初中数学、
物理、 化学等科目的作业按难度分为
A、 B、 C 三个等级 ， 由学生自主选
择完成， 形成作业分层布置， 并逐步
向其他科目推广。 各科目分层作业本
由年级备课组统一编写， 由各教研组
与学校教科室审核修订。

无独有偶， 近日， 长沙市雨花区
长塘里教育集团的老师们集体签订了
《长塘里教育集团贯彻落实 “双减 ”
政策教师承诺书》， 承诺书包括杜绝
人为提高考查难度 、 考试排名等情
况、 控制作业时间， 杜绝机械无效作
业……这个学期长塘里教育集团将在
语文、 数学、 英语三个学科的书面作
业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制定 “基础”
“发展” “创造” 三个目标， 打造与
教材及课程标准相配套的 “长塘里作
业超市”， 同时根据学生年龄、 个性
特点和学习规律， 布置分层、 弹性和
个性化作业。 “在课堂增效这一块，
我们尽可能让孩子学得好、 学得透，
作业也能够做得优。” 长沙市雨花区
长塘里阳光小学校长杨媛媛表示。

【权威声音】 长沙市开福区教育
局基教科科长钟洁芸告诉记者， 长沙
市开福区各个学校都将建立作业管理
的统筹机制， 将会按照年级、 班级或
者学科进行统筹协调作业布置， 各个
学校每周也会有一天无书面作业日，
主张学校在这一天布置实践、 动手、
调查类的作业， 对学生进行核心素质

的多元培养。 同时， 开福区还将继续
实行小学低年级游艺测评来取代纸笔
的测试。

课后服务打造素质教育“新阵地”

“阅读经典是素质教育的最佳途
径之一。 我们将阅读作为课后服务的
重点内容加以打造， 以提升学校的文
化氛围。”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江湾
小学教师唐杰灵说， 学校成立了 “清
涟读书社”， 引导师生养成 “好读书、
读好书” 的习惯。

为让孩子们 “好读书， 读好书”，
学校引进了 6 台贝享阅读机。 每个年
级将设立一台阅读机， 机器内存放有
102 本课外读物。 唐杰灵介绍， 下一
步， 学校将开展一系列阅读活动， 鼓
励学生通过不同形式去深入阅读， 从
而爱上阅读。

在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小学， 从学
校公布的本学期 “课后服务” 时间安
排来看， 音乐学科将会得到更多的时
间与空间， 时间就是 “课后服务” 加
一节课， 各个班级的教室都可以成为
音乐教学空间。

据该校音乐组组长祝敏介绍， 学
生在音乐课堂上积累了演唱、 演奏等
基本技能的前期学习经验之后， 再由
音乐老师在课后服务的时间进行巩
固， 同时进行音乐与相关文化、 音乐
的风格流派等方面的探究与培养， 以

此来促进学生音乐能力的提高与音乐
兴趣的扩展 。 同时 ， 分年级进行的
“红绿蓝” 课程， 则可以将音乐团队
的力量依次集中到各个年级， 为合唱
团、 乐团、 舞蹈团等校队做好人才储
备。

此外，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学
校校长刘新芝表示， 该校根据不同年
级学生特点， 聚焦艺术与审美、 体育
与健康、 科技与生活， 开设了竹笛、
合唱、 啦啦操、 绘画等 60 多个门类
的特色活动课程， 让学生尽可能多地
体验到不同课程内容， 充分挖掘学生
的个性潜能。 同时， 为了破解体艺教
师不够的问题， 该校借助社会力量打
造精品课程， 挖掘校内师资， 提升特
色课程， 整合优质资源， 形成品牌课
程。

【建议】 “建议家长利用节假
日， 多带孩子到体育馆、 图书馆、 少
年宫、 青少年宫、 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综合实践基地等场馆， 开展有益
身心健康的活动， 既能融洽亲子关系，
又可以帮孩子们开发潜力、 拓展视野、
增长才干。”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表
示， 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
面向中小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 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
非营利性机构， 并向校外培训机构提
出“十条禁令”， 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据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成人高考今起报名
近日 ， 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公

告， 2021 年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
统一考试 （以下简称 “成人高考”）
将于 10 月 23 日至 24 日举行， 网上
报名时间为 9月 1日至 9月 8日， 欲
报考的考生请抓紧时间报名。

为遏制成人高考报名乱象 ， 今
年我省对报名工作的要求和程序
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确保报名过程
规范有序， 防范中介机构大规模组
织不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员异地报考
、 录取和学习。

与往年相比， 今年的成人高考
在报名环节有较大调整。 一是取消
高校、 函授站点及相关机构的报名
确认资格， 报名确认点只设在市州
和县市区的招生考试机构。 二是完
善网上报名确认的程序。 今年重新
开发了手机端报名系统 （潇湘成招
APP）， 考生本人上传相关证件和
资料进行报名， 并通过报名系统在
线进行人脸核身完成身份确认。 三
是强化外省户籍考生的身份确认。
对于办理了我省居住证的考生由本
人上传居住证照片完成报名确认。
对于没有我省居住证的考生， 须由
本人携身份证到市州、 县市区报名点
进行现场人脸验证和身份确认， 防止
出现有关机构招揽外省生源并代替
考生刷身份证报名的违规问题。

（据新湖南客户端）

湖南到 2025年
将实现“县县有高速”

近日， 《湖南省 “十四五” 交
通运输发展规划 （公路 、 水路 ）》
通过审议 。 《规划 》 显示 ， 确保
2025 年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9000 公里， 实现 “县县有高速”。

《规划》 指出， 将投资高速公
路约 3000 亿元 ， 实现建设总规模
3131 公里 ； 投资内河水运 500 亿
元， 提升骨干航道 1200 公里 ， 新
建千吨级以上泊位逾 60 个 ； 投资
国省道约 800 亿元， 完成提质改造
约 6400 公里； 投资农村公路约 470
亿元， 新改建农村公路约 2.7 万公
里； 投资普通国省道约 800 亿元 ，
完成提质改造约 6400 公里。

《规划》 明确， “十四五” 期
间将基本实现县市区城乡客运一体
化全覆盖， 全面完成 14 个市州国、
省 “公交都市” 创建， 推动城乡客
货邮融合发展。

（据 《三湘都市报》）

作业分层布置、 课后服务更丰富

“双减” 新变化或带来新童年

【北京】 推进教师轮岗
8 月 25 日， 北京市教委正式发布“双减” 政策下推出的优秀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实施规则。 新学期开始， 北

京市将大面积、 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的轮岗， 对象为公办学校正、 副校长和在编在岗教师。

【上海】 体育更受重视
在 《上海市中小学 2021 学年度课程计划及其说明的通知》 中， 中小学生“体育与健身” 一科每周的课时数

比往年有所增加， 其中小学生的体育课成为每周课时数仅次于语文的科目。
（据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江湾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活动。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