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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家长为家

庭作业所“累”，“‘家庭作

业’变‘家长作业’”情况

非常普遍。是学生作业

本身太多太难，还是对作

业要求出现理解偏差？

是校方履职不够还是父

母“越俎代庖”？小小作

业本如何充当好家校关

系的纽带？10 月 25 日，

记者对此展开采访。

本报讯（记者 陈辉）10月 23日，
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今年前三
季度，全省信息通信业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电信业务总量增速及规模分别
居全国第 3 位、第 4 位。4G、固定宽
带、IPTV用户新增数分别居全国第 3
位、第2位、第1位。

省通信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2677.5亿元，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
178.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9 个百
分点。全省电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8.2 亿元，居全国第 6位。移动电话
基站达到32.4万个，居全国第6位。

宽带用户增势良好，业务转型持
续深化。我省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10965.6 万户，居全国第 4 位。固定
宽带家庭普及率、移动宽带用户普及
率分别为 81 部/百户、80 部/百人。
IPTV、物联网用户总数分别达到 779
万户、3085.6万户，均居全国第 7位。

提速降费成效显著，流量消费持
续释放。全省手机上网流量资费为
9.6 元/G，同比降低 70.3%，降幅居全
国第 5 位。互联网宽带接入资费为
27.2元/户·月，
同 比 降 低
12.6%，降幅居
全国第 13位。
月户均流量为
5.21G，同比增
长 176.7%，增
速比全国平均
水 平 高 2.6 个
百分点。③4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0 月 22
日、23日晚，2018年度河南省扶持艺
术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河南豫剧院
三团创排的豫剧现代戏《史来贺》在河
南儿童影剧院精彩上演。

“我一生只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
让刘庄人永远跟党走；第二件事是让
刘庄人富起来。”剧中，史来贺的话让
无数观众动容。该剧也是河南豫剧院
三团继《村官李天成》《焦裕禄》之后，
又一部反映真人真事、弘扬时代主旋
律的作品。

据悉，豫剧现代戏《史来贺》2014
年搬上舞台之后，经过数次加工提高，
此次剧中主人公以更加饱满鲜活的形
象与观众见面。

该剧编剧为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国
家一级编剧孔凡燕，河南豫剧院三团
青年导演王香云执导，国家一级作曲
汤其河、尹可富和国家二级演奏员鲁
艺共同作曲，配器由国家一级指挥李
宏权、优秀中青年作曲徐红星和郑嘉
共同担任。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戈）“早晨才开
始铺沥青，中午就能完工，施工还不
耽误车辆通行，没想到现在的道路
修复施工这么人性化！”10月 25日，
开车从淇滨区淇水大道经过的鹤壁
市民袁杰，对该路段正在使用的沥
青路面就地热再生重铺机组设备啧
啧称奇。

这是啥高科技？项目施工方河

南中路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于志刚介绍：“就地热再生是一种预
防性养护技术，通过专业设备对沥青
路面进行加热、铣刨、掺入定量新沥
青，经热拌合、摊铺、碾压等工序，一
次性实现对表面一定深度范围内的
旧沥青混凝土路面再生。”

记者从淇滨区市政管理处获悉，
这是鹤壁乃至整个豫北地区首次在
道路修复施工中引入沥青路面就地
热再生重铺技术和机组设备。在修
复沥青混凝土路面过程中，只要添加

少量新料便可一次性实现旧沥青混
凝土路面 100%循环利用，不仅能起
到修复沥青路面表层病害、恢复其
物理力学性能等效果，还能通过节
能减排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
双丰收。

记者在现场看到，淇水大道施
工路段处于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
状态。施工区域内，8台约 5米宽的
机器根据不同功能定位按修护流程
依次排开，如同一列火车有序、缓慢
地前行。设备经过之处，原本坑洼

不平的沥青路面瞬间换了新颜，远
远望去犹如铺上了一条崭新的黑色
毛毡。

“运用新技术开展道路修复施工
后，沥青旧料 100%循环利用，可降
低 25%的能耗，节约成本约 15元/平
方米。不仅如此，施工效率也大幅提
升，原本需要半个月工期，现在4至 5
小时即可完工。这半幅道路施工，那
半幅不影响车辆通行，缓解了交通拥
堵。”淇滨区市政管理处工作人员王
小明说。③9

□本报记者 孙欣

停在小区的电动车被盗，物业公司该
赔吗？发生交通事故，咋申请司法鉴定？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再找熟人咨询了，拨
打“12348”，就能免费获得法律服务。

10月 25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
我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已全面
升级并正式开始运行。

据悉，“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前身是“12348”法律援助咨询热线，已
在我省运行 9年，累计接受法律咨询逾
200万人次。今年年初，省司法厅将其更
名为“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并技
术联通了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公共
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实现热线、网络、实
体三大平台业务融合。

今年8月，省司法厅对“12348”热线
启动了升级改造，热线座席由54个扩充
到72个，全部设在省辖市。服务内容除
原有的法律咨询功能外，新增了司法行
政综合业务和投诉受理业务。在接听座
席无法即时完成相关服务，需要进行线
下办理时，接听座席会转给各级司法行
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办理，并及时将
办理结果上传网络服务平台。

“您好，我是公共法律服务人员，能
为您提供哪些法律服务？”记者在郑州
市司法局“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平
台看到，律师刘杰正在为群众答疑解惑。

热 线 负 责 人 孙 伟 强 告 诉 记 者 ，
“12348”热线的服务人员一类是经过专
门挑选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一类是经验
丰富的执业律师。热线平台从8月初到现
在共接听群众咨询电话5000多人次。

“ 我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
线 服 务 时 间 为 ：冬 季 8:30—12:00，
14:30—17:30；夏 季 8:30—12:00，
15:00—18:00。请尽量避开话务高峰
时段，错峰拨打。”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
说 ，“12348”热 线 还 将 探 索 建 立 与

“12345”政务服务热线和紧急类求助平
台之间的协作机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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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孩子成长需要家校共育——

陪伴不包办 到位别越位
台账民生

孩子做作业
家长添烦恼Ａ Ｃ 家校共育，

核心是“育”

■关注构建良性家校关系（下）

豫剧《史来贺》
加工提高再演出

鹤壁：高科技在路面修复中显神威

道路养护不误市民出行

我省“12348”公共法律
服务热线全面升级

法律“明白人”
帮 您 想 办 法

B 校方陈“初心”可惜跑偏了

在河南儿童影剧院上演的豫剧
《史来贺》剧照。②26 李燕 摄

小小作业本，一头系着家庭，一
头连着学校，是家校关系的桥梁。

“学校要科学合理地设置作业。”张
利英说，比如根据学生学习程度，布
置不同的题目，从而减轻学生和家
长的负担。

“家校共育是为了孩子的成长，
学校重在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学习
兴趣等的培养，家庭重在道德品质、
规则意识等的养成，双方互相参与
但应厘清界限、分清主次。”河南大
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王萍说，学
校不科学地布置作业，并将检查作
业等任务交给家长，不负责任；家长
不关注不过问孩子的身心发展，同
样也是不负责任。

王萍说：“‘家庭作业’变‘家长
作业’，其实折射着当前家校共育存
在一些误区，事实上，家校共育，核
心是‘育’而不是‘学’。”家庭和学
校，应当共同参与到构建孩子完整

“成长记录”中，全面勾勒出孩子完
整的成长轨迹，让他们知识更完整、
性格更健全，更快乐地成长。③4

“孩子上小学就很麻烦：放学前去
群里看作业，晚上要陪做、检查签名，
还有英语绘本共读等任务。孩子有时
候 9点多还完不成。”说起作业，四年
级学生家长李航（化名）忍不住吐槽：

“孩子作业压力大，看得让人心疼。”
李航的苦恼，很多家长也有体会。

“陪孩子做作业很幸福，但双职工家庭
心有余而力不足。”郑州市民史女士说，
很多作业要录音、拍视频，孩子自己做
不成，老人辅导不了，压力全在父母身
上。前几天，几名家长因未批改孩子作
业被老师在群里点名批评的新闻，让她
感慨道：“作业离不开家长，老师也不管
批改，不就成了‘家长作业’了？”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教育部门多
次发文，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
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
业完成时间不得超过60分钟；但现实
中，因学生学习程度不同，作业难度和
数量不好控制，超时并不罕见；一些学
校将纸质书面作业搬上网，打政策擦
边球；还有一些作业题目“偏”“怪”，引
发家长不满。

□本报记者 周晓荷

家长“叫苦不迭”，校方（园方）也
有自己的苦衷。

濮阳市实验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张
利英说：“学校科学地布置家庭作业，家
长参与其中，主要是帮孩子养成良好习
惯，巩固学校教学效果。”

郑州市中原区汝河新区第二幼儿
园园长孙东侠说：“幼儿园的‘亲子活
动’，是希望家长在忙碌而紧张的生活
中，抽出时间陪伴并了解孩子。”

老师的“初心”，为何会被误解？

一方面有些作业设置不科学，增加了
家长负担。还有一些父母在求学压力
的层层传导下，期盼孩子样样出色，不
惜“越俎代庖”，累了自己。

王女士上幼儿园的女儿作业是
“寻找秋天”，她和孩子捡了一兜树叶，
让孩子自己完成，却发现女儿的作业
是班里最不起眼的，因为很多作品由
家长代劳。“替她做，怕孩子不独立，不
替她做，又怕她信心受挫。”这样的两
难，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心理负担。

做手抄报太复杂了，
还是爸爸替你完成吧

……

10月 25日，2018年度郑州市百万职工技能比武活动校园大赛模型设计比赛在郑州交通技师学院举行，共有40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通过比赛，增强
了参赛队员的实践能力，提升了学技术、练技能、探索创新设计的积极性。图为大学组选手在比赛现场制作承重“木桥”模型。⑨6 刘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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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带来精品文化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