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理家长作业”提案引委员热议点赞

建议恢复家访制度
打通家校沟通渠道

记者
调查

如何布置合理的作业
是考察教师能力
的“一门艺术”

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树德中学校长陈东永树德中学校长陈东永

不提倡作业由家长负责
学生成长
需家校良好互动

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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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8点30分，成
都至贵阳北首趟G字头动
车——G8651次动车从成
都东站第26站台缓缓驶
离，全车500余个坐席座无
虚席。中午12点06分，经过
3小时36分的行驶，列车驶
入贵阳北站。

经过5年建设，重庆至
贵阳铁路扩能改造工程
（简称渝贵铁路）昨日正式
开通运营，自此刷新了成
都到贵阳的时空距离，旅
行时间由12个小时压缩至
3.5小时。同时，G8651次动
车也刷新了成都到重庆的
高铁旅行时间，从成都东
站始发后，列车一站不停
直达重庆西站，全程只需1
小时17分。

熟悉的CRH380D动车组
座椅下方有插座

昨日早上8点，成都商
报记者来到成都东站第26
站 台 ，一 辆 和 谐 号
CRH380D动车组已停靠
在站台上。CRH380D型
高速动车组早已在成渝高
铁成熟运营，设有商务座、
一等座和二等座，共8节车
厢，定员为556人。贴心的
是，该车型在每节车厢座
椅下方都有供电插座，可
供乘客充电使用。同时，每
节车厢两端都设有大件行
李储物柜，这些设施对旅
客来讲非常方便。

此 次 它 将 担 当 的
G8651次，是目前成都至
贵阳间最快的一趟动车
组，从成都东站发车后经
成渝高速铁路运行至重庆
西站后，跨线进入渝贵铁
路运行，沿途仅停靠重庆
西站和遵义站，终到贵阳
北站。记者在列车车厢内
的运营时速显示屏里看
到，在成渝高铁段，列车运
行时速大约为300公里，跨
线进入渝贵铁路后运行时
速接近200公里。

来自贵阳的蓉漂：
我等这样的铁路等了10年

王立辉坐在G8651次
动车二等座车厢内，说起
渝贵铁路，他的第一句话
是“我等这样的铁路等了
10年。”来自贵阳的王立
辉工作单位虽然在家乡，
但经常要到成都待上很
长一段日子。“也算是一
名蓉漂吧。”他告诉记者，
一般他在贵阳待半个月，
就需要到成都待上一个
月或更久，但家人都留在
贵阳，因此他已两地奔波
了10年，尝试过很多交通
工具。“坐飞机价格比较
高，火车经常要坐一夜，
所以一般和同事相约开
车回贵阳。”他说，山区路
况不好，若遇堵车路途就
会变得不可预测。

听说渝贵铁路要开通
了，王立辉时刻关注新闻，
抢到了昨日成都至贵阳北
的首趟G字头动车的车
票，准备回家看望亲人。

“感觉挺好的，方便、省时，
以后周末抽个空也可以回
贵阳了。”

除了成都到贵阳的旅
行时间大幅缩短，成都市
民以后前往昆明、长沙、广

州等地也将更加方便。记
者了解到，渝贵铁路开通
后，成都东站将开行至广
州南动车9对、长沙南动车
2对、昆明南动车3对、南宁
东动车2对，运行时间分别
为9.5小时、7小时19分、6
小时38分、10小时。

余票较紧张
春运期间或将增开动车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
12306网站获悉，今明两天
成都开往贵阳、贵阳开往
成都的动车余票较为紧
张，多趟列车车票已售罄。

记者了解到，渝贵铁
路开通后，每天将有46对
动车组从成都、重庆出发
经渝贵铁路运行至贵阳，
其中成都东往返贵阳北
的短途动车组每天开行6
对，覆盖早上至下午时
段，全程平均运时约4小
时。铁路部门表示，春运
期间视客流情况，将再适
时增开动车。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
成都东到贵阳方向除了
终到贵阳北站的短途动
车组、经沪昆高铁贵昆段
运行至昆明方向的长途
动车组是停靠贵阳北站
外，其余去往广州、长沙、
南宁等方向的长途动车
组均停靠在贵阳东站，在
此提醒旅客在购票时注
意车站信息。

铁路部门表示，渝贵
铁路开通后，将极大释放
四川南下出川赴粤、沪、
滇、闽等方向的运能，特别
是作为四川连接珠三角、
长三角、东南沿海地区最
快的铁路通道，在2018年
春运中，渝贵铁路将极大
发挥出海大通道的作用。

“成都市民乘坐渝贵高速
动车组最快3.5小时到贵
阳、6小时到昆明、7小时到
长沙、9小时到广州。”

同步播报

成贵高铁
已开始全线铺轨

日前，时速250km的
成贵高铁已开始全线铺
轨，2019年开通运营后，
成都出发到华南等城市
群的时间还将进一步压
缩，届时伴随广深港高铁
的开通，成都市民不仅到
广州、深圳更加方便，到
香港、澳门也可以“说走
就走”。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陶轲

渝贵铁路昨全线开通运营

3小时36分
成都跑拢贵阳
成都到重庆的高铁旅行时间也刷新到1小时1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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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提案我在会上就有注意到，真
的值得点赞！”省政协委员、省经济法律
研究会会长司马向林表示，作为一位父
亲，他确实感受到“家长作业”给家长带
来的困扰。

“我认为现在有部分教师对于自己
的教育职责并没有负起责任，‘家长作
业’只是一方面的表现。”司马向林委员

表示，家校关系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如
何厘清职责问题，确定各方应该为学生
的什么方面负责。

“但是，家校关系不应该在职责厘清
的情况下被割裂。”司马向林委员提出，
建议恢复“家访”制度，让教师和家长能
够进行一对一深度交流，明确了解每位
学生的情况。

司马向林委员还特别提到了“家校
共育”。在他看来，学校和家庭都应该为
学生的教育负起责来。对于学生的学习
问题，学校应该承担起应有责任，教会学
生“可以做什么”；而对于学生思想品德
等情商方面的教育，家庭则负有更多责
任，要教会学生“不可以做什么”。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实习生 陈星宇

热点
追踪

提案
聚焦

“婚前医学检查是预防新生儿出生
缺陷的第一道关卡。”目前，四川省婚检
率保持在 73.81%，距一些沿海省份还有
一定差距。因此，四川省政协妇联界别向
四川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提交了一份
集体建议——《加强婚前医学检查增强
人口素质的几点建议》（以下简称《建
议》），建议适当延长婚假，以提高婚检
率。作为《建议》的牵头起草人，省政协委
员、省妇联副主席黄莉表示，外省已有推
行延长婚假鼓励婚检的做法，并取得明
显效果，建议在四川推行这一做法。

四川婚检率偏低
嫌婚假短 许多人选择不婚检

“婚检非常重要。”黄莉称，婚前检查
不仅关系到家庭幸福、社会稳定，更关系
到人口素质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对于从
源头上预防出生缺陷有重要意义。

据省妇联统计，截至目前，我省婚检
率保持在73.81%的水平，整体水平依然偏
低。与一些沿海省份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江苏、浙江婚检率达到了98.15%，广西达
到96%以上。省妇联还调查发现，近年在
城市出现婚检率不增反降的情况。这是因
为年轻人大都对自身健康很自信，认为进
行婚前检查是“多此一举”。而且在现行只
有3天婚假的背景下，新人参加婚检需腾
出一整天检查、等待化验结果等，时间耗
费比较大，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婚检
意愿。据省妇联调查统计，近几年，四川省
婚检疾病总检出率正在升高，2017 年为
12.62%，而在2011年仅为6.99%。这与年轻
人生活压力加大以及不健康的饮食和生
活习惯有极大关系，许多疾病出现年轻化
趋势。因此，黄莉认为，参加婚前检查，对
家庭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婚检积极性
建议为婚检新人增加7~10天婚假

在黄莉看来，尽管我国目前不施行
强制性婚前医学检查，但婚检必不可少，
我国一直大力倡导自觉进行婚前医学检
查，排除影响胎儿发育的潜在不良状态

及疾病。为提高我省婚检率，可以采取一
定的鼓励婚检举措，提高居民婚检积极
性。因而，这份《建议》提出，针对年轻人

“没时间婚检”，建议适当延长婚假。
《建议》中提出，我省可参照黑龙江

省、河南省经验，为参加婚检的新人增加
7~10天婚假，以刺激提高婚检率。黑龙江
省于 2016 年 4 月修改了《黑龙江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专门为参加婚检的新
人增加10天婚假。新政当月，黑龙江省婚
检人数就增加了10倍。河南省紧随其后，
给予参加婚检的新人额外7天婚假，婚检
率随后也有了大幅增长。

“3 天婚假对许多夫妻而言，确实太
少了。”省政协妇联界别委员、成都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教授吴节表示，现在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地出现亚健康情况，婚
检也越来越能发挥预防、警示、及时治疗
等作用，越是工作忙，压力大，越应进行
婚检。在她看来，为婚检者延长婚假是非
常实际的手段，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全
省婚检率。

《建议》还提出了另一些具体举措

来鼓励婚检，比如促进婚检项目升级。
《建议》提出，可以增加个性化定制项目，
在免费体检项目的基础上开发菜单式付
费体检项目，适应群众个性化需求，提高
参与婚检的积极性。此外，《建议》还提
出，加强婚检宣传教育，加大出生缺陷预
防宣传力度；加强婚检机构建设，提高服
务质量，选派责任心强、专业水平高的医
生担任婚前保健医生等。

不提倡“家长作业”，并不意味着家
长要脱离学生教育。学生的成长需要学
校家长的互动，家长可根据家庭能力和
自身对教育的理解，自行安排教育。

家庭作业应该由学生独立完成，
作业量则应由学科老师自行控制，如
何布置合理的作业是考察教师能力
的“一门艺术”。

家庭作业目前确实出现了超负
荷的情况，因此提高教师队伍的职业
素质迫在眉睫。

建议恢复“家访”制度，让教师和
家长能够进行一对一深度交流，明确
了解每位学生的情况。

委员热议昨日的一则提案，在成都教育
圈中激起了不小的浪花。民进四川
省委向四川省政协提交了一份《治
理“家长作业”促进义务教育健康
发展的建议》的集体提案，建议厘清
家校职责边界，禁止学校和老师安
排家长检查批改学生家庭作业（成
都商报昨日报道）。

对此，省政协委员中的教育专家
怎么看？昨日下午，记者在小组会议
现场，采访了多名委员，其中不少委
员点赞了上述提案，省政协委员司马
向林、杨胜宽同时提出了恢复“家访”
制度的建议，希望打通家校沟通渠
道，让家校共育真正落到实处。

民进四川省委提交的集体提案中，
引用了四川一个城市的调查数据，称84%
的受访家长因陪孩子写作业而头疼。上
述家庭作业的范围，除了听默写课本内
容，家长们还需要负责孩子的作业批改、
问题解答等。“这种情况，我们是绝不提
倡的。”对于作业由家长负责的情况，省
政协委员、省教育厅厅长朱世宏表示，布
置作业对学生来说是必须的，但就作业
强度来说，应在中小学延长在校时间的
情况下，尽量要求学生在校完成作业，

“回家后原则上不再布置作业”。

朱世宏委员介绍，四川省坚决反对
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小学阶段不能有过
重负担，按照教学计划规定完成就可以
了，除非有个人潜质、特长，可根据学生
自身发展显现的特点，给予引导。

不过，朱世宏委员也提出，对于学生
的不同情况，也应该分情况讨论，“不能
把个别问题普遍化”。其中，普遍情况是
教师不能给家长造成负担，例如让家长
签字、检查作业等。而个别问题则是指学
生在某方面确有需求，那么教师对学生
进行适量的额外教育也能够理解。例如

如果学生缺乏学习能力、未能在校有效
进行学习，那么留至家庭的“作业”，也不
能再被称之为“家庭作业”，家长需要检
查的个别行为，也不能被普遍化。

不提倡“家长作业”，并不意味着家长
要脱离学生教育。朱世宏委员指出，学生
成长需学校家长互动，家长可根据家庭能
力和对教育的理解，自行安排教育。“例如
成都一些学校，就有很多家长成为志愿
者，自愿参与课后的‘三点半课堂’，义务
为学生进行辅导，带学生参与游戏、实验
等活动，从而实现良好的家校互动。”

对于“家长作业”，省政协委员、成
都市树德中学校长陈东永则表示“不理
解”，并点赞了上述提案。

在他看来，家庭作业应该由学生独
立完成，作业量则应由学科老师自行控
制，如何布置合理的作业是考察教师能
力的“一门艺术”。

“家庭作业应该是在教师具体安排

下由学生独立完成，这个责任不能延
伸到家长。”在陈东永委员看来，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生本身处于成长期，出
现不自觉的情况是人之常情，学校和
家长需要做的是培养和塑造，而绝非
由家长承担和临时修正这个问题，这
样既不能培养学生独立学习思考的能
力和习惯，同时也让家校的教育生态

出现不和谐的情况。
什么是合理的作业？教师应该如何

来布置？在陈东永委员看来，上述提案的
想法很合理，教师在布置之前就应该提
前考虑到作业的预计完成时间和知识
点。“如果需要家长花大量时间在家完成
听写等练习，那么就说明作业的布置可
能存在机械重复的情况。”

省政协委员、自贡市富顺二中校长
陈刚坦言，“家长作业”这类问题确实存
在。作为一个有着28年教龄的教师，他告
诉记者，“家长作业”并非个例，而是整个
教育生态圈出现的一种不良习惯，这一
做法对于家长来说“很不公平”。

陈刚委员所说的不公平，首先体现
在家长与学校的关系上。他提出，教育学
生是教师的本职工作，但一些教师却将

这项责任部分转移到了家长身上，而家
长因顾虑无法直言，因此才出现了这样
的情况。

对于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家长作
业”为家长带来的不公平则更加明显。陈
刚委员表示，一些留守儿童的家长外出
打工，因此教育责任多在爷爷奶奶身上，
但这一代人可能存在不识字、文化程度
不高的情况，老师提出的诸多要求“显然

是不合理的”。
接下来，应该如何解决“家长作业”

的存在，以及作业的定量问题？对此，陈
刚委员提出了对策，“一方面，我们要坚
决杜绝教师为家长留作业的情况，同时
我们正在针对教师试行一个新制度，学
生要做多少作业，老师就必须亲自批改
多少，让教师在设置题目时能提前考虑
师生双方的工作量和完成效率。”

家庭作业如何“定量”：
作业有多少
老师批改多少

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富顺二中校长陈刚富顺二中校长陈刚

在不少委员看来，要想改变“家长作
业”的状况，首先应该从改变教师思维做
起。对此，省政协委员、乐山师范学院党
委书记杨胜宽表示，家庭作业目前确实
出现了超负荷的情况，因此提高教师队
伍的职业素质迫在眉睫。

提出这一观点，源于杨胜宽委员的

自身经历，他也是一名家长，在孩子读中
学期间，老师曾多次要求家长担负批改
作业，以及监督听写、背诵等工作，这让
本就工作繁忙的他不堪重负。他还清楚
地记得，孩子凌晨才完成作业的情况不
在少数，而第二天依旧需要早起到学校。

作为培养未来教师团队的师范学院，

杨胜宽指出，提高教师队伍的职业素质迫
在眉睫，一方面，师范院校的教师应该为
学生作出示范，提醒他们未来在岗位上如
何做好一名教师。“另一方面，师范院校的
学生在进入学校完成实习的过程中，也应
该多学多悟，把握好家校关系的尺度，和
家长共同对学生进行良好的教育。”

家庭作业超负荷
提高教师队伍
职业素质迫在眉睫

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乐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杨胜宽乐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杨胜宽

建议恢复家访制度
让教师和家长
一对一深度交流

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省经济法律研究会会长司马向林省经济法律研究会会长司马向林

我省婚检率相对不高 省政协妇联界别建议：

“参加婚检，增加7~10天婚假”

记者随机调查了 10 名已婚成都白
领，其中，只有2人进行过婚检。

在 8 名没婚检的白领中，记者询问
若进行婚检可延长7天婚假是否选择婚
检，8人全部表示一定会进行婚检。28岁
国企工作人员林重结婚 2 年，他与妻子
并未进行婚检。他称，因为工作忙，婚检
要耗时一天，所以一直没去。如果去婚检
能延长婚假，“当然举双手赞成！”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参加婚检延长婚假
你会去婚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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