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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熬夜写作业
不能一直无解
□樊树林

寒假已经来临，可是由于老

师布置的寒假作业多，家长给孩

子报的辅导班也不少，许多孩子

依然需要熬夜写作业。

学生熬夜写作业，是一个老

生常谈的话题，更是横亘在教育

主管部门、学校和家长面前的一

个绕不开、躲不掉的“课题”。10

年前，教育部就曾印发《中小学

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指

出要保证中小学生有充足的睡

眠，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 10 小

时，初中生每天睡眠时间 9小时，

高中生每天睡眠时间 8小时。前

不久，教育部联合发改委、公安

部、民政部等部门又下发关于为

中小学生减负的通知，再次明确

中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

遗憾的是，肩头沉重的书包、

每天数小时的作业、连轴转的补

习辅导，依然是当下众多中小学

生的精准画像。尤其是写不完的

作业，不仅让中小学生近视率大

大提升，而且确实让孩子们的身

体受到很大的摧残。更为严重的

是，海量作业让许多孩子失去了

学习乐趣。《20 年间中国中小学

生厌学率提高近 5成》一文指出，

中国中小学生的厌学率已经由

1995 年的 25.7%，上升至近年来

的 70%。除此之外，家长们的“陪

写作业焦虑”问题也日益凸显，由

此诱发的亲子矛盾、家校矛盾，每

天都在不断上演。

“ 年 年 减 负 不 见 减 ！”减 负

口 号 虽 然 喊 破 了 嗓 子 ，但 学 生

负担“涛声依旧”。这是多种因

素叠加造成的，其中既有社会对

教育综合评价不合理的原因，也

有许多家长集体性焦虑的缘故，

更有学校、班级间竞争产生“剧

场效应”的因素。同时，更主要

的原因是，教育主管部门对学生

课业负担监管乏力。

法 律 、政 策 、规 定 虽 好 ，贵

在 落 实 。 减 轻 中 小 学 生 负 担 ，

给 孩 子 们 充 足 的 睡 眠 ，顶 层 设

计 只 是“ 布 局 谋 篇 ”的 引 子 ，而

要 真 正 把 学 生 负 担 减 下 去 ，就

需要多方发力：一方面，全社会

需切实改变“以分数论输赢”的

传统思维，尽快摆脱“分数指挥

棒”的约束，构筑起多元立体的

人才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作为

教育教学行为具体实施者的广

大 教 师 ，要 真 正 担 当 起 减 负 重

任，对课堂教学大胆改革，以课

堂的高效率消除学生的重负担，

不要再陷入“教不够、题来凑”的

窠臼；再则就是，教育主管部门

和学校应利用家长会、微信群等

向家长传递正确的教育观念，减

少家庭增负，消除家长对教育的

焦虑；另外，要督促各个学校遵

循教育规律，增强为教育改革赋

能的责任感，将为学生减负落实

到具体的行动中。

站起身来，不仔细看，地上

一个蚂蚁都没有；蹲下身去，仔

细观察，遍地都是蚂蚁。期望各

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尤其是教育

主管部门主动深入到广大学生

和家长当中，明察暗访，聆听他

们的真实呼声和切实可行的建

议，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为中小学

生切实减负的好办法！3

□尼福祥 口述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整理

改革开放40年了，抚今追昔，感慨万
千。上世纪 60年代末我的一段驻村往
事，再次涌上心头。

1968年年初，我被组织下放到西华
县聂堆公社黄岗大队(现西华县聂堆镇黄
岗村)驻队。当时群众住的是低矮草房，
有句顺口溜——“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
薯不能活”，就是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由于吃的是大锅饭，生产制度不合理，群
众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队长一敲上工
钟，许多人就来到地里，因为出工不出力，
粮食产量低下，群众生活十分困难。

根据大队的安排，我负责抓六队的
工作。驻村之初，我在一个四面无墙、放
有一辆四轮大车的棚子里居住，同时队
长安排我每天到社员家吃派饭。当时因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社员群众对驻
队干部存有戒心，认为驻队干部是来监
督他们的，驻队就是找队里麻烦，许多社
员不愿与驻队干部交心。

我第一次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
没有经验。好在每天到群众家吃派饭，我
就利用这个机会与他们拉家常、谈生产，
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群众逐渐改变
了对我的态度，慢慢和我说起心里话。

我下乡时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
农业生产的，一本是农技小册子。恰好
小册子上有一篇如何改造炉灶的文章，
于是我和队长王书文商量，先从他家开始

做试验，结果改造炉灶一举成功，推动了全
队兴起改炉灶热潮。接着又按照小册子的指
导，家家用竹竿或小桐树掀起了打压杆井的
热潮，群众由此吃上便捷的压井水。以上两
件事，一下子拉近了我与社员们的距离。

之后，队长把我安排到生产队保管
室居住。这时，我到每家吃派饭，居然有
群众单独给我做白面烙馍，我内心非常
感激。但我怎能安心接受社员对我的额
外照顾呢？我在社员大会上说：到谁家
吃饭，谁再给我做白面馍，我就不吃谁家
的饭！群众看我说的是真心话，以后就
让我同他们吃一样的饭。

经过调查发现，生产搞不好的原因，
是一些政策脱离实际，挫伤了农民的积
极性。有人提建议，生产要搞上去，只有
包产到户。起初我不认同，更不敢采纳，
因为，西华过去就有一位县长，由于包产
到户被撤职。

最后，根据社员意愿，我们决定把生
产队分成四个小组，土地承包到组。同
时，为防止有人揪辫子、打棍子，我们命
名第一组为团结起来组，第二组为学习
大寨组，第三组为艰苦奋斗组，第四组为
战天斗地组。并给四个组制了四面旗，
将组名绣上去，劳动时把红旗插到田间，
这着实给我们形成了一层保护。

六队 60多户，亲的、近的自由组合，
耕地一分为四，牲畜、农具合理分配。小
组间开展比、学、赶活动，每组都唯恐自
己落后。社员王殿阳是喂牲畜的，原来

不下地干活。他怕自己组落后，主动到
本组参加劳动。

为继续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每天工
分的认定，由最初两年一评改为一月一
评，以前日定七八分的大姑娘、小媳妇，
只要吃苦能干，可以评为十分，同工同
酬。吃惯了大锅饭、长期拿十分的滑头，
经过评定有的降为九分，有的甚至降为
七分。月评工分的办法，确实调动了群
众的积极性。群众评价：以往干活“大呼
隆、一窝蜂”，过去为啥穷，就穷在“大呼
隆”上了。其次，废除指挥上工的铁钟，
不再敲钟上工。队长一棒指挥停止，代
之以劳动生产由各组自行安排。

同时，为提高收入，狠抓棉花、烟叶、
红麻等经济作物种植；学习焦裕禄，在路
旁、沟边、田间广栽桐树；采取挖淤土、压
沙土的方法，改变农田土壤结构；我们还
破天荒地实行了女社员休息星期天的制
度，以便其处理家务；抽出专人搞副业，
建立窑场和油坊，以副养农、促农。

四个组男女老少明争暗赛，生产蒸
蒸日上。1968年夏收，小麦单产首创新
高，其他队人均口粮只能分八九十斤，
六队各组人均却能分到一百六十多斤。
当年，棉、烟、麻等普遍丰收，超额完成
公粮上交任务，生产队一举还清外债，
社员们都分到了红利。彻底改变了生产
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的落
后局面。

我在六队吃派饭，有一家队长不给

派，队长说这个人当过国民党的兵。我
给队长说，你明天就派我到他家，不信他
会谋害我。到这家吃饭时，这位社员很
感动，讲述了他当年因生活逼迫当兵的
经过，对日抗战的经历，现实对他造成的
压力及孩子都受他的影响情况等。我听
后鼓励他好好劳动生产，放下思想包袱。

六队分地到组的办法尽管有效，但
其他七个队不敢学习，主要是这些队长
怕犯错误。六队社员王有亭从部队转业
后，接任黄岗大队支书。因为他有亲身
体会，1978年他大胆地让其他七个生产
队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件事惊动了公社
党委和西华县委，县社两级不支持，派工
作组来调查。群众普遍反映改革好，国
家、集体、个人都受益，都不同意走回头
路。县社两级领导无话可说，只好认可。

2018年年底，我回到阔别50年的黄
岗，许多群众闻讯而来。村民王占喜说：

“你在六队实行的办法，我们从 1968 年
一直坚持到 1983 年生产队解体。我们
村由落后变先进，从贫穷到富裕，大家都
没有忘记你，尤其记得你敢试敢闯敢走
新路的冒险精神和改革精神。”

干部群众对我说，现在村里很多人
家都住上了小洋楼、开上了小轿车。尤
其是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非常
重视，群众种地不仅不再交公粮了，而且
国家还给发放各种补贴，这是广大群众
做梦也想不到的！3

（作者系河南省财政厅退休干部）

激情燃烧的岁月
——跨越半个世纪的驻村记忆

1月13日，舞钢市公安局庙街派出所接到报
警：有人在庙街乡人头山村牛角口东后岭山上被

“电猫”电到了。值班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发现长
达300米的“电猫”线，民警立即走访附近村民，最
终找到私拉电线的郭某。

在事实面前，郭某承认电线是其四年前在网
上购买的，1月 13日，郭某将电线布在后岭山后，
接通电源准备捕兔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之规定，民
警以擅自安装、使用电网违法为由，对郭某处以
行政拘留十日。

庙街乡山岭多，农闲时总是有一些村民用
“电猫”捕获野兔。为杜绝此类私拉电网违法行
为的发生，庙街派出所近期持续加大巡查力度，
宣传私拉电网的危害，严厉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
为，努力为辖区群众营造平安、和谐、幸福的生活
环境。3 （李民 轶昂）

1月 6日，灵宝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破获一起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辉。

2018年 9月 19日，接到市税务稽查部门移送
案件线索，发现灵宝市某商贸公司涉嫌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犯罪，公安局经侦大队当即就立案侦
查。

经查，2014 年 5 月 14 日，这家商贸公司在
税务机关办理了税务登记，但税收管理系统中
显示该企业处于非正常状态。2015 年 2 月，在
没有实际货物往来的情况下，安徽省合肥市某
贸易公司给该企业开具了 27 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2018 年 2 月，税务机关出具的《认证通知
单》证实，该企业抵扣了虚开的 27 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中的 25份，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
罪嫌疑。

在掌握犯罪证据后，办案民警将涉嫌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嫌疑人张某辉抓获。经讯
问，张某辉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张某辉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3 （崔晓飞）

私拉电网犯法

虚开发票被拘

时下，由共享单车引发的共
享出行方式，已经越来越多地介
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然而，它也
考验着人们的共享素养。

共享单车给人们的短距离
出行确实带来极大方便。人们
本应该在享受这种方便之时，维
护共享秩序，爱护共享单车。可
事实是，共享单车乱扔乱放的现
象比比皆是，以至于出现了如媒
体曝光的郑州市城市管理部门不
得不把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拉
走，而扔进单车“坟墓”的现象。

至于共享单车被拆掉车锁
及二维码，拆掉轮子、链子、车
座的现象，在郑州街头、大学校

园也并不少见。更有甚者，在
郑东新区明理路和文苑北路交
叉口北边桥头，笔者曾亲睹一
辆共享单车被烧得只剩下一个
铁架子！

由此可见，当下一些人缺乏
共享素养。素养不提高，共享恐
怕很难走得更远。因此，引导人
们懂得共享，提高共享素养，应
该提上相关部门的议事日程。
那些破坏共享秩序的人，也该
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你
们在给社会带来破坏的同时，
给自己及家人尤其是下一代，又
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3

(袁方)

春节临近，人们开始忙着置
办各种年货。不过，笔者想给大
家提个醒：在置办物质年货的同
时，别忘了给自己、家人及亲友
也置办一些精神年货。

当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日
子越过越红火，年节与平日区别
越来越小时，物质上的年货准备
得再周全，也很难让人耳目一
新。倒不如准备一些精神年货，
丰富一下精神生活。

每逢新春佳节，在一些地
方特别是农村，因为健康向上
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缺乏，酗
酒、赌博、迷信等活动乘虚而
入 ，成 为 春 节 里 的 不 和 谐 音

符。因此，在春节假期，不妨
让自己看一些文化书籍，陪家
人听一些经典歌曲，与亲友参
加一些文化活动，从而让春节
过得更有文化品位、更有精神
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广大人
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在传统佳
节期间，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
求更为突出。因此，有关单位
和部门应适时开展送精神年货
活动，以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一
个欢乐、祥和、热闹、充实的新春
佳节。3 （高国春）

共享时代需共享素养

别忘置办精神年货

1月 17日下午，笔者到郑州市西流湖公园游玩，看见一个身穿夹克、戴着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男子，
手持弹弓在打树上的小鸟。可气的是，许多游人高声喝止他时，他竟然不顾大家的反对，依然拉开弹弓打树
上的小鸟。据游人反映，近年来，随着西流湖公园生态环境的改善，各种鸟类不断增多，一些打鸟者常来这
里用弹弓等捕鸟工具伤害鸟类。盼望公园管理人员加强巡查，严惩打鸟者，保护各种鸟类，让公园四季鸟语
花香。3 吴贤德 摄

民情与法
请你抓拍

打鸟人，请收起你的弹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高广峰

公路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支
撑，也是生态建设的重要载体。一条
公路，既是经济大动脉，能够带动一方
发展、致富一方百姓，也是一条重要的
城乡风景线。

今年以来，安阳市深入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省
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和王国生书记、陈
润儿省长讲话精神，以及省交通运输
厅关于“全路无垃圾、车行无扬尘”工
作目标，不等不靠，自我加压，率先启
动“全路无垃圾、车行无扬尘”专项行
动，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月 18日下午，在汤阴县韩庄镇
七王路乡道上，一群人走走停停，不时
蹲下身子用标尺测量地面，然后用刷
子、天平等工具将路面上的尘土收集
起来进行称重，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

这是做什么？原来，这是交通运
输局相关部门以“以克论净”标准对该

县乡道道路清扫保洁水平进行抽检。
抽检人员先用粉笔画出 1平方米大小
的地方，然后用刷子仔细清扫该区域
内的灰尘，最后将样本放入样本袋称
重，并记录数值。记者看到，此次抽检
几个地方的灰尘重量仅为 2克左右。
道路两旁，一排排新栽种的杨树、柳
树、冬青等树种，散发着勃勃生机，犹如
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令人赏心悦目。

这是安阳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启
动“全路无垃圾，车行无扬尘”治理行
动的一个画面。从 1月 11日开始，该
市启动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和高速公
路大清洗行动，进一步降低路面扬尘
污染，提升道路清洁度，改善环境空气
质量，美化、净化、靓化城市环境。

加大宣传力度。安阳市交通运输
局迅速进行安排部署，在全市主要交
通路口、道路施工工地、超限检测站等

显著位置悬挂横幅、LED显示屏等形
式对“全路无垃圾，车行无扬尘”的口
号进行广泛宣传。同时，进一步加强
对道路扬尘保洁工作进行考核，每月

对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进行
扬尘保洁“以克论净”考核，并将考核
结果进行全市通报，确保“全路无垃
圾，车行无扬尘”的要求落到实处。

全系统合力攻坚。1月 15日，安
阳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带队对安阳市
道路扬尘治理工作和超限检测站扬尘
治理工作进行现场督导检查，并要求
市公路局、执法局、农村处加大对高速
公路、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扬尘
保洁工作督导检查，发现问题立即督
办整改。1月 16日，市交通运输局召
开环保工作专题部署会议，局属各单
位、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相关高
速公路运营公司负责人参加会议。会
议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提
高对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思想认识。
二是要采取强力措施打好行业内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全力以赴做好

“全路无垃圾、车行无扬尘”的工作要
求。四是加强督导检查、强化问责机
制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会上，该局还
成立四个督导组，对全市道路、客运场

站、超限检测站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

据了解，1 月 11 日至 16 日，全市
交通运输系统对重要干线公路进行清
扫保洁，日均出动机械清扫车 62台，
完成清扫里程 728 公里；对全市农村
公路进行清扫保洁，日均出动机械清
扫车 35台，完成清扫里程 1589公里；
日均出动洒水车 27台，完成洒水里程
889公里。高速公路清扫车、绿化洒水
（冲洗）车、护栏板清洗车三类机械合
计 12辆，其中，清扫车 5辆、绿化洒水
（冲洗）车 3辆、护栏板清洗车 4辆、雾
炮喷淋设备 21 余套。每天高速公路
电子情报板滚动播放污染防治宣传信
息 31680万次、出动人工 108人次、清
扫车清扫里程 314公里、清洗护栏 45
公里。全市目前已安装污染防治责任
公示牌14块，悬挂环保条幅197个。

如今在安阳，不仅主城区道路干
净整洁，县乡公路更是洁净靓丽，一条
条路畅景美的公路，成为连接城乡居
民的幸福之路。

安阳：让公路变成美丽风景线

安阳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主要公路干道张贴营造“全路无垃圾 车行无扬
尘”标语。 安阳市交通运输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