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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春光

“看到河南日报《让中小学生每天多睡
一小时》的报道后，省教育厅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地中小学课业负担情
况进行调研了解……”

针对 5月 24日本报“舆论关注”版刊
发的《让中小学生每天多睡一小时》的报
道，近日河南省教育厅致函本报作出回应。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确
实存在偏重现象

来函说，省教育厅组织人员通过召开
座谈会、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
对开封市、焦作市、安阳市、鹤壁市、三门峡
市、永城市等地义务教育学校学生课业负
担情况进行了调研。召开教师、家长座谈
会 18次，实地走访学校 60所（初中、小学
各 30所），发放并回收问卷 1500份，调查
不同年级学生1722名。

汇总问卷调查结果：小学生每天作业
量基本控制在 1小时内，课堂练习时间一
般 15 至 20 分钟，对学习很有兴趣的占
95%以上，课外作业最多的是语文和数学
两科，参加的课外班低年级多为音乐、舞蹈
等兴趣班，高年级参加文化辅导班的偏多，
学校为学生统一定购的辅导资料限于一教
一辅。初中生课堂上的练习时间一般 10
至15分钟，课外作业最多的是语文、数学、
英语，学校辅导资料限于一教一辅，但学生
家长或学生自购的还有1至2本。

通过分析看出，目前我省义务教育学
校已经形成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意
识，基本能够遵守国家和省市的管理规范
和相关规定，合理安排学生在校学习时间，
适量布置家庭作业。但是，义务教育学生

课业负担也存在偏重现象：一是部分学校
未能执行有关规定，让学生提前到校、推迟
离校，延长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二是“学校
减负、家长增负、校内减负、校外加负”的现
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三是个别学校应
试教育的倾向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学生课业负担依然较重。

我省早有明文规定严
禁增加学生课业负担

为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减轻学生
课业负担，2006年省教育厅制定了《义务教
育阶段办学行为十不准》，2009年省政府办
公厅和省教育厅相继出台《关于规范中小学
办学行为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和《河南省
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行）》，2010年
省教育厅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
办学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

这些文件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明确
要求：

一是对中小学校作息时间作出具体规
定。要求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坚决
纠正随意侵占学生休息时间的做法，依法保
障学生的休息权利。保证学生每天睡眠时
间，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不少于10小时、9小
时、8小时。走读生每天在校集中学习时间，
小学、初中、高中分别不超过6小时、7小时、8
小时。对走读生不准安排早晚自习。寄宿生
晚自习时间每天不超过两个课时。小学中
高年级、初中、高中学生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
量分别控制在1小时、1.5小时、2小时以内。

二是对全省中小学寒暑假时间作出统
一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寒假4周，暑假8
周；针对城市和农村、住校生和非住校生等
不同情况，明确了节假日、双休日不得补课
的具体要求，按照规定安排寒暑假和其他法

定节假日，不得违规加班加点或集体补课。
三是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严格执行

课程计划。按照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开
齐课程、开足课时，不挤占体育课、艺术课、
团队活动和综合社会实践活动时间，实行
上下午每天两个大课间活动，确保学生每
天锻炼1小时。

四是规范学校招生管理。严禁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以任何形式的考试、考核选拔
学生，严禁下达高（中）考升学指标和炒作
高（中）考“状元”。

五是明确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要求各地依法依规对接到的举
报线索进行认真调查，对经查实的违规补
课和提前开学的学校给予严肃处理。

公布举报电话欢迎学
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监督

近年来，省教育厅采取实地查看、实物
搜寻、照相取证、走访师生及周边群众等方
式多次组织专项督察，暗访学校。对初次
违规的学校通报批评，对再次违规的学校
黄牌警告，对违规学校较多的省辖市通报
批评。

如2013年春节后，省教育厅组织6个
督察组对 281所普通中小学进行暗访，对
检查发现违规补课和提前开学的学校分别
给予黄牌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理。

2015年 5月至2016年 2月间，省教育
厅组织媒体采访调查再次发现，一些地方中
小学生每天都“不得闲”，有着做不完的作业、
读不完的书，孩子的书包还是越来越沉。不让
学校补课，一些学生就到校外上补习班；不让
老师开班，一些家长偷偷租房请老师上课。

为畅通举报渠道，强化社会监督，省教
育厅在河南省教育厅网站上公布了省教育

厅及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违规补课举
报受理电话，积极接受学生、家长、社会各
界的监督。

省教育厅重申，严禁公办中小学有偿
补课，要求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教学计划和
课程标准，不得在正常教育教学计划之外
组织有偿补课活动。严禁公办中小学举办
或与校外机构合作举办有偿补习班。严禁
公办中小学教职工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
凡是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的，一律取消当
年评优、评奖、晋升、职称评选等资格。如
教育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鹤壁市兰苑中学
利用下午放学后和周末对学生进行补课，
收取学生的补课费，立即进行认真查处，违
规收取的补课费全部退还学生，该校校长
被撤职。

省教育厅表示将从三方
面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来函说，下一步，省教育厅将对中小
学生课业负担情况深入调研，探索有效对
策。一是建议教育部从国家层面改革考
试评价制度和学校考核办法，改变单纯以
分数录取学生的做法，推进综合素质评价
与招生录取的“硬挂钩”，全面考查学生的
综合素质情况；推进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
绩的“等级呈现”，切实解决招生录取中分
分计较的问题。二是探索通过推广高效课
堂和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教学模式，生
动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探究和交
流，激发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学习效
果，进而减少课外作业量。三是加快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城乡、校际
间的差距，打造“身边的学校即是最好的
学校”，消除由“择校”给孩子增加的课业
负担。3

基层传真

家住中牟县雁鸣湖镇孙拔庄村，今年18岁的高三女生李鑫，虽然以603分的优异成
绩考取了北京化工大学，但是由于家庭困难，这些天以来，却一直在为短期内凑不齐学费
而犯愁。因为，她的爷爷和奶奶已经70多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她的妈妈患有高血压，
要常年吃药；全家人的生活，全靠他的爸爸种地来维持。

正当李鑫的爸爸四处借钱之时，郑州日产向她的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8月19日下
午，郑州日产2016年“牵手工程·成才圆梦”助学活动在郑州日产研发中心举行，包括李鑫
在内的152名贫困大学生接受了郑州日产捐赠的每人5000元的助学金。作为受助的贫
困生，当李鑫激动地用双手接过5000元的助学金时，和其他此次受助的许多贫困生一样，
她的脸上也露出了幸福而感恩的笑容。

据介绍，2016年是郑州日产与郑州慈善总会联合开展“牵手工程”公益活动的第7个
年头。这7年来，郑州日产累计捐赠2000万元，专项用于贫困大学生、小学生和孤残儿童
的救助。先后帮助6200余名贫困大学生走进大学的校门，为6000余名贫困儿童及农民
工子弟、2000名孤残儿童提供了生活学习用品的帮助。3 （韩春光）

网友微议
鹤壁网友@瀚源 小学、初中都不收

学费了，可是却变成补习班收“补课费”

了。现在家长在教育上的支出，不知比过

去增长了多少倍？希望查一查！ 一些老

师在课堂上不讲重点、不讲透彻，专门让孩

子上校外的补习班补课才讲，一个孩子补

课一年，就能让老师挣去好几万元！一些

老师在课堂上白白浪费孩子的时间，就是

在葬送儿童们的梦想，中国梦何时实现？

焦作网友@魇魔之殇 你不报他（指老

师）的辅导班，他就不高兴，你的孩子就考不

好，点划重点全在辅导班上，你说你报不报？

教育主管部门如果只是发个通知、发个文件，

没有常态的明察暗访，没有常态的举报机制，

没有严厉的依法依规的惩罚处理，通知、文

件几乎就等于白发，一些学校和个别老师就

会跟你打擦边球，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安阳网友@如是雨林 以前的孩子盼

着过星期天，现在的孩子害怕过星期天。

为啥？现在一到星期天就得补课，尽管国

家早有法律政策文件规定明文禁止。许多

家长害怕老师给孩子“穿小鞋”，不敢向有

关部门举报，致使一些学校和老师依然在

我行我素。从乡镇到市县，从市县到省城，

中小学附近辅导班遍地开花。一到开学、

放假时，学校门前及周围到处都是发辅导

班、培训班广告的。出于无奈，我的孩子也上

了辅导班，每天晚上去补习班接孩子，都是在

9点以后。有好几次，孩子回来后，饭也不吃，

倒头便睡，心疼死我了。强烈呼吁改革！

郑州网友@夕阳晨光 过去条件确实和

现在没法比。那时候，虽然有点穷、有点苦，

但是孩子们无忧无虑，很快乐。现在的孩子

们确实太累了，书包太重了，负担太重了。

上完学校的课，还有很多补习班等着哩。有

多少初中生、高中生，学到晚上 11点多才能

睡觉，到早上五六点又得起床！各级政府部

门应该组成督导组、暗访组，好好调查调查。

郑州网友@枫叶红了 我们的义务教

育以及大学教育，多年来一直都在提倡“知

行合一”，近年来，又在提倡培养“明理、诚

信、守法”的合格公民，如果连学校、老师都

做不到“知行合一”，肆意加重中小学生的

课业负担，不遵守教育法律法规，怎么能够

期望我们的孩子们将来成为“知行合一”、

遵守法律法规的合格公民呢？

北京网友@常春中国 应试教育不改

革，孩子们谁都别想多睡一小时！3
（摘自河南日报群工部读者微信群）

省教育厅回应本报《让中小学生每天多睡一小时》报道

努力保障中小学生“睡得好”

我叫孟丽瑶，今年16岁了，家住卢氏县官坡镇竹园村孟村自然村（组），全家
共有5口人。奶奶今年76岁，因患高血压常年需要吃药；父亲今年48岁；母亲今
年47岁，在10年前就患了严重精神病。为了给奶奶、母亲治病，家里已经欠下好
多债务。我还有一个叔叔，他8岁时由于一次意外摔伤致下肢瘫痪，已经在轮椅上
生活了近40年。

2015年秋，我以优异成绩考入距家90公里的卢氏县第一高级中学，虽然在学校
每天省吃俭用，但每个月依然需要花费几百元的生活费。我们整个家庭的重担，全落
在了父亲一人的肩上。今年秋季开学我就要上高中二年级了，我真的不知道这学是该
上还是不该上？每当我看到父亲那劳累和憔悴的面容时，我就有打算放弃学业的念
头，想回家帮父亲多干一些农活，可我父亲执意要我念完高中，一定要考上大学。

新学期即将到来，我内心非常忐忑。在此，我冒昧地恳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伸出援助之手帮我完成学业，我一定以优异成绩来回报你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将来，等我大学毕业有了工作，一定加倍地报答你们！我父亲叫孟帅军，他没有银
行卡，全家只有一本领取种粮补贴的农村信用社的存折，他的手机号是
13673988845。 我 有 一 张 交 学 费 用 的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的 银 行 卡 ，卡 号 是
6216732549010024732。3

□马长军

奥运会开幕后，我在微信群做了个调查，问家长们，农村

的孩子们喜欢看哪项比赛？多数家长说孩子根本不看体育节

目，只有个别家长提到孩子看了奥运会节目，但兴致不高，“看

不懂”。许多家长还提到，自己也不看。

要说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多年来我一直在乡村学校

教小学五年级语文，我曾让学生写“我最喜欢的体育活动”作

文，不少学生从头到尾都没说清自己“最喜欢”的体育项目，有

的学生显然无从下笔，写到“赛跑”的最多。这是因为，他们的

体育课除了“赛跑”，几乎没有别的活动了。有个别学生虽然

写到具体的体育项目，但是不懂得相关项目的比赛规则。

体育其实离乡村孩子很遥远。我也去过其他乡村学校，经常

跟乡村学校同行聊天，了解的情况同样令人失望。各班的课程表

上每周顶多只有两三节体育课，有些学校的高年级每周有一节体

育课就不错了。临到期末考试前，体育课全都变成了练习课、作

业课、模拟考试课。平时少得可怜的几节体育课，不是被哪个老师

“借用”，就是因为没有专业的体育老师而“放羊”。有的学校虽有操

场，却没有体育设施、活动器材，就是一块平地而已；有的学校倒是

有篮球架，但很“幸运”的是篮球筐从未被篮球砸到过。近些

年，由财政拨款给很多乡村小学发放了一些体育器材，如乒乓球

台，有的恐怕一进学校就直接被塞到器材室，再也见不到天日。

什么单杠、双杠、鞍马、足球，很多农村的孩子根本没有听说过。

即使有老师能给孩子们上几节体育课，要么缺乏专业知

识，要么对体育的认识模糊，基本不会讲多少体育常识和规

则。现在很多乡村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一提到体育，想到的

就是一个“随便玩”，“随便玩”就是体育课。不仅学校自身没

有组织过运动会，很多乡镇也从未组织过运动会，想都没想

过。其实在许多县城里，运动会也是稀罕物。

因为体育活动的普遍缺乏，也就无从培养普遍的体育精

神、奥运精神。那些金牌、那些体育明星，对乡村孩子几乎不

会产生什么影响，金牌拿得再多，比赛无论如何精彩，都无法

引起众多乡村孩子的共鸣。

前些天看报道，说乡村小胖墩越来越多，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状况令人担忧。这固然与饮食有很大关系，然而如果乡村学校以

及广大农村地区的体育活动能正常地展开，小胖墩问题或许就不

会爆炸性地出现，孩子们的健康问题也不至于那么严重！3

□宛诗平

安徽省无为县襄安中学是一所省级示范高中。前段时间，该

校教师就学生的睡眠情况作了一次调查。从调查看，中学生普遍存

在睡眠不足问题，高三学生问题最严重。什么是影响睡眠的主要因

素？近90%的学生认为是课业负担重。学生们的描述非常生动：上

学像跑步，课桌是书库。资料天天有，作业时时做，分数老不高。试

卷纷纷下，就像飘雪花。一题做不出，急得叫妈妈。等等。

这个调查结果，其实是许多中小学生睡眠问题现状的缩

影。君不见，天刚蒙蒙亮，城市马路上，几乎是清一色地穿着各

式校服的学生，或匆忙赶路，或焦急候车。最贪睡的少年儿童，

反而比大人起得更早，睡得更晚。过去的十多年来，虽然减负的

声音从未停止，但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并无减轻，相反却陷入

“越减越重”的怪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十年来少

年儿童的睡眠时间持续减少，目前近八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

更心酸的是，2015年“十一”期间，央视曾以“你觉得人生中

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为话题在街头采访，一位小学六年级

学生的回答耐人寻味：“最好的时光是学习之余能睡会儿觉的

时候。”这一被人们称之为爆笑吐糟的背后，反映出的却是一个

真实问题，目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依然存在，多数学

生面临着“睡不好”的困扰。

正处于身体成长阶段“睡不好”，严重影响中小学生的健康成

长，会导致学生过分焦虑，甚至带来恐惧感，造成免疫力低下，诱发

疾病，为学生今后的成长和未来幸福埋下祸根。孩子是国家、民族

的未来，尊重学生成长的规律，保证孩子们最基本的休息权利、

健康权利，应该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关注的大问题。教育部门早

有规定，必须保证每天小学生不少于10小时、初中生不少于9小

时、高中生不少于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从实际看，规定并未落

到实处，在许多地方成了一纸空文。

“睡不好”的背后，是长期过重的学业负担。一直以来，作

业量过大、重复训练过多、考试统测过频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

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同时，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并不仅仅来

自学校，同样来自家长的相互攀比和急功近利。难怪有人这样

说“减负”：小学是“解放区”——轻易就能做到；初中是“游击

区”——偷偷给学生增负；高中则是“白区”——彻底沦陷。

让学生“睡得好”也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一道难题。破解

这道题，需要政府、家长、社会形成合力。对此早有专家指出，

政府作为教育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教育发展大计的第一责任

人，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为学生“减负”的责任。第一，坚决砍

掉非法的、不合理的负担。这类负担是指国家规定之外的，地

方或者学校的“自选动作”，如擅自组织名目繁多的考试和竞赛

等。第二，逐步减轻合法但不合理的负担。总体说我国中小学

生开设的学科偏多、分量偏大、程度偏深，超过了学生的接受能

力。未来的教改应适当降低难度。第三，深化高考改革。在高

考仍是选拔人才重要手段的前提下，利用高考杠杆纠偏，在当

下仍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减少卷面分的倚重，增加综合素质

评价权重，是改革的大方向。第四，教育全面改革。教改至今

仍未完成，其难度一点也不亚于经济改革。我们不妨用全球视

野审视教育改革，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3

开封是八朝古都，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百年名校河南大学就坐落在该市东北隅的古
城墙边。可河南大学南门前的明伦街，却是一个“马路市场”，每天早晨5点，许多摊贩就
开始上市，直到8点才收摊。清晨正是学生晨读的大好时光，学校周边叫卖声不断，不但
影响学生学习，而且堵塞道路交通。多年来，这个“马路市场”一直存在，取缔不了。开学
在即，希望有关部门硬起手腕严加治理，还百年名校一个清净！3 靳国良 摄

让学生“睡得好”
也是重大民生

乡村孩子缘何不爱奥运

恳请爱心人士帮我完成学业
“牵手工程”助贫困学子圆求学梦

请还百年名校一个清净

河南大学校门前被摊贩挤占。

行人只好在快车道上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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