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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四川省环境保护督
察组定于2017年2月9日至2月23日对成都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期间，督察组将公开受理有关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来
信来电举报，并接受群众对督察工作的监督。

举报电话：028-64107942（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投诉信箱：成都市346号邮政信箱；邮编：610000

四川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7年2月9日

关于对成都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的公告

全国优秀语文老师，双流中学实验学校语文课
题组组长吕惠兰认为，老师给学生布置作业后又搭
上对家长的要求，相当于给家长也留了“家庭作业”。
吕惠兰对此不予支持，并表示这是老师将自己的责
任转嫁给家长，也不便于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孩子自
己的事情该由孩子自己完成。“现在有的老师把太多
的任务强加给学生家长，不仅加重了家长的负担，也
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对孩子的培养也不好。”

“你不是家长的老师，凭什么给家长布置作业
呢？”吕惠兰说，自己一直坚持让学生在课堂上就能
完成家庭作业，而不是带一堆作业回家，让家长帮
忙辅导完成。“学生放学了就该休息，做自己感兴趣
的事情，当然，学习的时候就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学。
这样孩子才会健康阳光地成长。”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顾爱刚

家庭作业真是家庭的作业？
不少家长表示，很多老师要求家长批改孩子作业或在作业上签字

绵阳师范学院应用心理学教研室主任、教
育学专家王洲林表示，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要
求在家长辅导下完成，并批改签字，这不太适
合。家长没有过多责任来辅导孩子的作业。这
也是老师变相将自己的事，转交给了家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表示，
现在很多学校以“家校合一”的名义，向家长布
置“批改作业，为孩子作业签字”的任务，这是
混淆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责任。家庭教育
核心主要是教育孩子做人，而不应该让家长批
改作业，这其实是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教育专家
是老师变相转移个人负担

李先生的女儿玲玲（化名）在成都某幼儿园读
大班。今年元旦节，学校要求父母和孩子一起捏一
条龙，然后给龙的各个部位上色。因为李先生要忙
工作上的事，这道作业便由妻子陪着孩子完成。可
李先生的妻子来自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了解。

元旦假期第一天，李先生的妻子先是在网上查
资料，然后跑市场上买白色橡皮泥，回来带着女儿
一起动手捏“龙”，但捏出来的龙总是各种不像。忙
了3天，总算在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经李先生
帮助，终于捏了一条还算比较靠谱的“龙”。

“这个作业简直就是在考验家长的能力。”李先
生原本以为付出这么多精力的“龙”能拿得出手，但
第二天陪女儿到学校一看，他“简直想找个地缝钻
进去，我们捏的简直弱爆了，人家那些捏出来的，简
直就是专业雕塑人的水准”。

百般疑惑的李先生事后打听，才知道有的家长
为帮孩子完成这次“家庭作业”，甚至请了专业人士
设计龙的造型，捏出来的“龙”看上去就像立体动
画。当然，得到老师表扬的也是这些“专业的龙”。李
先生对此质疑：这样的家庭作业有啥意义？

家校合作是当今流行的教育话
题。但学校老师和家长还是有相对明
确的分工：老师重在向学生传授知识，
家长则重在教孩子学会生存本领。

学校老师主动让家长批改孩子
的作业，不管其初衷到底如何，事实
上是将自己的职责分派到了家长身
上，明显造成了角色错位。这种错位
已成为家校合作的隐形障碍。一些
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老师还批评
家长，很容易影响老师和家长的关
系，从而影响对孩子的教育效果。

其实，家校合作旨在实现学校
与家庭、教师与家长的优势互补，因
此，对教师和家长而言，应该矫正各
自的错位角色，让角色承担者按照
角色规范和指派去行事。因此，家校
合作需要深厚的信任基础，特别是
学校方面，必须要拿出更多诚意，更
多的包容与谅解，与家长平等对话。
毕竟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对于孩
子的学习，学校比家长更为强势，也
更多责任。

说到底，家校合作的关键在于学
校。学校老师必须下更多的工夫去了
解学生，去和学生家长沟通，针对学
习程度不同的学生和辅导能力不同
的家长，提出不同的建议，让家庭和
学校更好地合作，共同教育好孩子。
正如L女士所说，如果家长没有能力
辅导孩子的作业，可以让孩子到学校
后向老师寻求帮助，老师一定不能因
此讽刺学生家长。 （尹曙光）

家校合作不能造成

老师家长
角色错位

最近，网友“heaaez”发帖质疑小学生家庭作业
是否该由家长改错。帖子中说，乐山市小学生家庭
作业现今都由家长批阅，错题都是家长给学生讲
解，家长教学生怎么做。老师的职责是什么？难道只
是讲课备课，连学生是否掌握课堂知识也不需要再
关心了吗？老师不批阅作业怎么知道学生是否掌握
课堂所讲的知识。教育孩子，家长固然有责任，但只
应该是监督孩子是否完成作业，怎么会叫家长批阅
作业？“这就像去医院看病，难道医生把药开给你叫
你自己回去打针、输液。”

网友“zyl”表示，家长应该督促孩子认真完成作
业，老师应该对学生存在的问题查漏补缺，并且能
更加科学地运用教育规律与教育方法，这应该是一
个老师的职责所在。

家庭作业由家长改错

提起孩子的家庭作业，成都某小学二年级学生
家长罗先生便咬牙切齿。“如果仅仅是签个字倒好
说，但老师要求试卷签字必须有分析内容，作业必
须要确认全对后才能签字。”他说，不但要检查孩子
的数学、语文、英语等书面作业，还要帮孩子完成老
师布置的听写、背诵、预习等，最后还要在每一样作
业上签字。“如果不小心有没检查出来的错误，第二
天孩子还要挨‘批评’。”

最让罗先生苦恼的是，经常碰到他自己也不会
的题目，特别是一些奥数题，根本无法辅导。这些时
候，他只好硬着头皮向朋友圈或微信群求助。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网友经常在朋友
圈发布孩子的作业题，寻求答案，以数学题居多。

不会奥数求助朋友圈

妈妈帮忙没捏好“龙”

成都某小学的教育工作者L女士表示，对于老
师提出的“辅导孩子作业”等要求，家长不必带有太
多情绪。“对于孩子的成长，如果家长只管孩子是否
吃饱穿暖，教育全部抛给学校，那可以说，这是家长
在放弃自己的责任，家长也有教育孩子学习的任
务，不能把教育娃娃的责任划分得过于清楚。”

L女士认为，孩子做作业遇到困难，家长可以给
孩子提供一定的帮助，协助孩子完成作业，而不是
代替孩子完成作业，如果家长也没有能力，可以让
孩子到学校后向老师寻求帮助。需要强调的是，老
师一定不能因此讽刺学生家长。

L女士说，老师要求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并签字，
初衷是让家长了解娃娃学习状况，共同培养孩子良
好的学习习惯和能力。如果一味到网上发帖吐槽，
对老师和其他家长都不公平。

教育工作者L女士

家长的吐槽对老师不公平

成都市实验小学西区分校校长向尧

家长和老师之间应多沟通
成都市实验小学西区分校校长向尧认为，孩子

的成长离不开“家校共育”，不能单纯认为教育只是
学校的事。班里几十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家庭学习
情况，老师要全部监管起来是有难度的，让家长检
查孩子的作业是否完成了，家长可以做到。

对于家长对“家庭作业”的吐槽，向尧表示，这
可能是老师和家长的沟通交流不够。“如果家长哪
些事情没法做到，完全可以及时跟老师沟通，老师
也好及时做出调整。”老师与家长的及时沟通才能
化解类似矛盾，要让家长理解。如今学生的学习内
容，很可能已经超出了家长的专业范围，如果老师
还让家长辅导，肯定会让家长感觉有难度。这也反
映出，老师想让家长参与到对孩子的学习教育上
来，应让家长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不能超出家长
的能力范围。

全国优秀语文老师吕惠兰

不支持布置“家长作业”

罗先生的儿子是成都的小学
二年级学生，但他的数学题经常
让重点大学毕业的罗先生犯难。
无可奈何的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
朋友圈、微信群求助。如今，罗先
生的朋友圈俨然成了“作业圈”，
不少内容都是孩子的作业题。

网友“heaaez”发帖称，乐
山市小学生家庭作业现今都由
家长批阅，错题都是家长给学生
讲解，家长教学生怎么做。老师不
批阅作业怎么知道学生是否掌
握课堂所讲的知识。

甚至连有的幼儿园家长也
对“家庭作业”望而生畏。妈妈和
孩子一起忙了3天，好不容易捏
出条“龙”，面对班上专业级的雕
塑，“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不少家长纷纷表示，很多老
师都要求家长批改孩子作业或
在作业上签字，这到底是家庭作
业还是家长作业？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同意《成都市创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实施方
案》，成都由此成为继宁波市、苏南城市群和珠江西岸城市群之后，全国第二批、西部第一批
“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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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家河工地现场，半幅河

道雏形已经出现，工人们正在修
建河堤。成华城投公司现场负责
人介绍，这是方家河新的河道，原
河道位于更靠城外的位置，淤塞
严重，通过改道，河道宽度达到6
米，一公里河道上横跨4座小桥，
不仅将活水引入城里，更与陆地
景观共同构成二仙桥公园。被原
河道分割的地块也将被整体包
装，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新河道边，推土机、挖掘机
正在紧张施工，原有废弃、腐朽
的铁路线正在被移除。按照公

园设计，将保留并重新铺设部
分铁轨，在原来卸货的站台位
置，也将设置特色景观，附属设
施如探照灯、信号灯、指示牌等
将部分保留，被点缀在公园及
其附近的道路口，保留片区的
铁路记忆。

二仙桥并不只有铁路记忆。
历史传说也将借二仙桥公园得以

“复活”。“二仙桥”的“二仙”，就是
“八仙”中的吕洞宾和韩湘子，至
于为何会有这样的传说，公园对
外开放时，镌刻在石碑上的“二仙
桥故事”会为大家一一道来。

四大市政公园和八里庄在这里相遇

海绵城市设计理念被融入
二仙桥公园的每个角落。按照设
计，公园区域为自然生态式雨水
过滤系统，通过下沉式绿地渗透
调蓄、坡地过滤、植草沟导流等
方式，缓解城市内涝。

海绵城市不仅限于地面，公
园内承重、防水和坡度合适的房
屋屋面将建成“绿色屋顶”。绿色
屋顶共有8层，最底层为原建筑
顶，逐渐向上为防渗漏层、隔根
层、保湿层、蓄排水层、过滤层、
种植层，最上面一层为植被层，
不仅利于屋面完成雨水的净化，
还能节能减排。

海绵城市和绿色屋顶在这里相遇

二仙桥公园只是八里庄文化
创意发展区四大市政公园之一，
除麻石烟云早已对公众开放外，
另外两个公园圣灯公园和杉板桥
公园正在做施工前的准备。一方

面紧锣密鼓修建市政公园做优城
市环境，而另一方面，八里庄片区
正在静悄悄地进行一场彻彻底底
的“腾笼换鸟”。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方家河活水进城，不远处便是老东郊的铁路记忆，或漫
步河边，或在艺术会馆观展……最快今年6月，这样的场景
就有望在八里庄片区二仙桥公园成为现实。成都商报记者昨
日从成华区获悉，二仙桥公园一期已经开工建设。与此同时，
方家河改道工程也在进行，将引活水进城与公园交相辉映。
而原有铁路轨道、列车及附属设施也将选择性保留，留下片
区曾经的铁路记忆。二仙桥公园占地200余亩，一期预计将
于今年6月建成。

工业文明与历史传说在这里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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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屋顶效果图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家长吐槽
家庭作业

家长的朋友圈俨
然成了“作业圈”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成都创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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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表中的空格填完整将下表中的空格填完整，，
从左往右数第从左往右数第33列下面列下面33个数的个数的
排列规律是排列规律是（（ ），），从上往下数从上往下数
最后一行后面三个数的排列规最后一行后面三个数的排列规
律是律是（（ ）。）。

引方家河活水 留铁路线记忆

二仙桥公园开建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近日，市委书记唐良智主持召开

《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课题专家咨询会。四川大
学姜晓萍、北京大学周红云、清华
大学孟庆国、浙江大学郁建兴、上
海交通大学吴建南、中山大学何
艳玲、厦门大学卓越、深圳大学黄
卫平等城市治理领域相关专家参
加会议。

咨询会上，针对特大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家
们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和参与的案
例，围绕新形势下把握城市治理
规律的内在转变、城市治理的具
体维度、城市治理的关键环节和
抓手、如何对标国际国内找准成
都的优势和短板、提升城市治理
能力的战略定位和目标措施等方
面进行了热烈讨论。

唐良智认真听取专家建议意
见，一一记录，并不时插话与专家
们深入交流探讨。他说，改革开放

30多年以来，随着快速的城市化
进程，以及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
市相对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转变，
出现了各种城市治理问题和挑
战，迫切需要我们提升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系统解决这些问题，
不断适应城市发展。特大城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
大题目，我们必须统筹考虑城市
发展过程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加
快推动从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转
变。开展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是时代需要，
成都正处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
关键时期，我们要努力做好这个
课题，从地方实践层面，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
出有益探索。要加快开展课题研
究，希望课题组集中众多专家学
者的智慧，将课题真正变成一个
可以实践的成果。

市委常委、秘书长王波，市委
常委谢瑞武参加会议。

唐良智主持召开《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课题专家咨询会

不断提升特大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 1 2 3

1 21

2 62

3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