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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接手一个新班时，学生必然要
选择新作业本，新作业本的选用如同唱歌
定调子、摄影选角度一样是有讲究的。若
教师下一道“圣旨”要求统一作业本，就丢
失了一次教育的契机。比较好的做法是：
教师先引导学生从班级的层面认识作业
本，班级作业本是一个班级的“门面”，是班
级形象的体现。而后，只要求学生统一作
业本，至于怎样达成统一，可以放手交给学
生，由他们自己做主，自己完成，他们会通
过讨论、协商、甚至辩论达成共识，人心齐
了，作业本也就统一了。新的作业本就是
一个新的开端，作业应该从翻开新本子的
第一页开始，更应从“心”开始，去书写心灵
的篇章。

作业是学生思维的轨迹，做作业是激
活学生思维的过程；作业是师生之间的连
心桥，是写给学生自己的，也是写给教师
的。批阅作业是师生心灵的对话与交流。
有作业就要有相应的批改与评价，毫无疑
问应该做到次次清、本本清，切忌多次作业
一次批阅或不批阅。精彩的作业恰似学生
心灵的华章。

在批阅过程中，流畅的思路、简捷的
方法、完美的表达等，都会让教师眼前一
亮。好教师会把这些亮点搜集起来，作为
作业讲评的第一手资料，通过精讲精评，
把最好的作业亮点分享给全班学生，还可
以展现在学习专栏，让作业亮点得以放

大。如此，精心绘制出学习专栏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作业设置要精当，贵在少而精，胜在
恰到好处，但要“细水长流”。譬如数学
作业每天精选两道题就可以（一道必做，
一道选做），对于优秀生可以另当别论，
约定或“申请”免做作业，让他们有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但教师要适时抽查相关
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特别是思维过程
的展现。作业做完或教师批阅后，学生
养成回头看的好习惯，进而学会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作业这样做就会有“事半
功倍”的效果。

作为教师，我们都希望学生的作业正
确率越高越好，但作业出现错误是在所难
免的。更正作业中的错误是不可忽视的
学习环节与反思措施，也是学习中的回头
看，在错误中汲取教训才是最有价值的学
习。我们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把自己
作业里的错误找出来，分析错误成因所
在，并采取针对性的学习与反思。从哪里
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吃一堑长一智。更
正作业错误也就是这个道理。当作业中
的一个个问题得以解决，一个个错误被收
集、整理成册，便形成了错题本，这样日积
月累的作业错误更正就会产生奇特效果，
学生也会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并受益终身。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西和县稍峪乡九
年制学校）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3年前的一天早
上，班里一个孩子没有交作业，叫来办公
室一问，孩子委屈地说：“作业被风刮走
了。”办公室所有教师哄然大笑。笑过后，
我们不由地讨论起作业的问题，我们确实
看到了繁重和机械的作业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学生不喜欢学习甚至不喜欢教
师、不喜欢学校。

其实，许多国内外研究结论都表明，
成绩与无效作业量是成反比的，学习习
惯、学习兴趣和学习方法才是真正影响孩
子成绩的要素。

基于这种理论，我们学校在2015年开
始进行“零作业”探索。所谓“零作业”是
指取消传统的抄抄写写的作业，用学生感
兴趣的实践作业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真
正让学习变得快乐。

作为学校改革中的一员，我一直在努
力思索，“什么样的作业是少而有效的作
业？”“什么样的作业可以达到学习的目
的？”“什么样的作业学生愿意做？”

3年来的改革之路有质疑、有困难，但
最终收获了最好的结果：考试成绩依然名
列前茅，学生综合素质飞速提升，家长们
理解并支持“零作业”。

我们摒弃了直接取自各种公开出
版的练习册上的作业，这样的作业没有
经过老师的二次加工，就像老师上课没
有自己备课，直接照抄别人的教案上课
一样。

我们班设置了自主命题作业——每
周三次新授课结束后，孩子们回家自己精
心准备一道与本节课相关的题目，并把题
目发到微信群中，供感兴趣的同学思考。
第二天一早到校，随机抽签决定三至五名
学生讲解。自二年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
这种作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位学
生都收获颇丰。每个学生在每学期至少
会抽到 3次讲解的机会。在准备题目时，
大家真正体会到出一道好题不容易。不

过，这个过程却是学生对以前知识的全面
搜索和回顾。在讲题时，自己要面对同学
们的各种提问，要保持思维清晰、头脑冷
静，并争取流利地表达与叙述。有时其他
同学会有不同的解题思路和想法，有时会
有质疑，这些对孩子们来说都是一种特殊
的历练和成长。

比如，孩子们通过一张普通常见的药
品说明书编制出整数混合运算题目、年月
日题目、小数计算题；通过跟团外出旅游，
编制了路程、速度及时间计算题目；通过
放学后跟家长去买菜，编制出单价、总价
和数量的题目，并发现了四年级才会学到
的乘法分配律……这些来源于生活的数
学体验，不仅让他们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还具备了一定的数学学科素养，这
种素养渗透到生活、学习、研究的方方面
面，我相信这对他们以后的学习和人生都
会有深远的影响。

2014年，我开始研究开发将数学练习
题和体育游戏相结合的练习模式，希望能
在锻炼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在愉快的游
戏中巩固数学知识。不知不觉中，游戏也
渐渐成为一种作业。

这两年多，我和我的孩子们已经开发
了 20多个小游戏，如：喊数抱团——有余
数的除法、我说你画——拼图比赛、黄河长
江——比较大小、分数的战争、小动物找体
重……从一开始我来设计，到现在孩子们
自己设计，以及课余时间进行亲子数学游
戏分享，我发现，游戏——这颗童年世界里
最美的种子种进了孩子们心中，他们深深
爱上了游戏作业。

就像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所
说：“好的作业，肯定是以少胜多的作业；
好的作业，肯定是有思维和探索空间的
作业；好的作业，肯定是综合性训练的作
业。”我想，这就是我们作业改革努力的
方向。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德州市德开小学）

作业，应该是教学环节中重要的一环，
其价值在于进一步演习课堂上所学的知识
与技能，起到落实巩固强化的作用。按照这
一要求，作业内容与教学内容应保持高度一
致和紧密衔接。

针对高中 3个学段的不同特点，我组织
学生开展了三段读写活动，这就是我的日常
作业。具体做法如下。

高一，读美文点燃阅读兴趣。
高一开学之初，我就先讲了史铁生、刘

亮程、余秋雨、于坚等作家创作的课文，并向
学生推荐了他们的散文选，推荐的方式是在
学习相关课文后做“作家专题”讲座，让学生
深入了解这些作家的特征。我们先后做了

“生命与死亡——史铁生”“生活哲学家——
刘亮程”“在历史中感悟——余秋雨”“自然
之美与艺术之美——于坚”等一系列作家作
品推介讲座。然后，我又让学生自我推荐，
并给每个学生录制推介视频，在班级、学校
播放。学生阅读的兴趣被点燃了，掀起了买
书读书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我们一个班
学生的阅读书目在300种以上。

高二，读专论提升思维水平。
针对高二学段选修课的学习，我给学

生推荐了提升理论思维水平的书。比如针
对《唐诗宋词选读》，我让全班学生人手一
册《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嘉陵说诗》《美
学散步》《美的历程》等；针对《散文选读》，
我让学生读孙绍振的《名作细读》、叶圣陶、
朱自清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

隅》、施军的《文字背后的心灵世界》等一系
列作品鉴赏类的书。在这些作品的引导
下，学生的理性意识大大增强，思维水平逐
渐提升。

高三，读报刊扩大生活视野。
在高三阶段，我主要推行读报活动。经

反复对比，我认为《光明日报》是最适合高三
学生阅读的报纸，因为它有许多时论、文学、
史学、文化、艺术的专栏，这些专栏刊登了许
多评论家、学者、文人的高质量文章，涉及面
广，思想深刻，极有利于扩展视野，提高思想
认识水平。另外，报刊文章逻辑层次清晰，
为了阅读的方便，惯常用小标题的形式引导
读者，而小标题就是各部分的分论点。这一
点极有利于学生学习论点的设置与表达，提
升逻辑思维能力。

3年来，我布置的作业就是“读自己的书
10页，写读书笔记”。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我每天批改的就是这些笔记。常常为学生深
刻的见解、精彩的表达而感动不已，有时情不
能已，挥笔作答，片刻满纸。写作业，成为学
生所爱；批作业，对我来讲是一种享受！

为了总结阅读经验，推广优秀的阅读笔
记，我们班办了《东菑》班报，最初两周一期，
后来一周一期，一直到高二结束，共办了 38
期，刊登了学生的阅读笔记数百篇。每个学
年结束，我指导学生把自己发表的读书笔记
汇编成集，一是《意象世界》，一是《心灵空
间》，这就是我们作业的精选集。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市苏州中学园区校）

看到有教师写文章说，自己很少布置
作业甚至不布置作业，引起了我的共鸣。
许多人感叹他们的勇气，我更多的是佩服
他们的智慧。特撰一文，以自己做学生、做
家长和做教师的亲身经历，说说我对“作业
少”的看法。

学生时代，我上初中是在一个镇里，班主
任是教数学的李老师。那时候他大学刚毕
业，与他交流比较容易。一次，我对李老师
说：“数理化作业，我可不可以选择性地做？”

李老师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看了看我
说：“那你必须保证每次考试得满分，不然我
们这个约定自动取消。”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看”题，而不是用
笔做题。每当老师发下试卷，我会从头到
尾快速浏览一下，看看哪些题对我而言毫
无挑战性，这样的题直接跳过；再看看哪些
题有点新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这样的
题思考一下解题策略，但也不会动笔做；只
有那些在两分钟时间里想不出解题思路的
题，我才会动笔做一做，并且还要写下解题
心得，诸如此题与我曾经做过的题目之间
的关联，由此还可能引出哪些不一样的题
目等。

虽然做题少，但事实上存在于我头脑中
的题越来越多。所以，除了中考那一次没有
得到满分外，数学从来都是满分。

当然，这是个案，对于其他学生是否具
有启发意义，没有实践还不具备发言权。

接下来，我再以教师和家长的双重身份
讲一讲作业少的故事。

因为各种原因，女儿四岁零两个月就开
始读一年级了。因为年龄小，拿笔都很吃力，
写字更吃力。我借同事之便，让女儿的语文
老师开了一个后门：不检查女儿的语文作
业。平时，我带女儿读读书，或者用偏旁、字
根来玩拼字、组词游戏，有时也用几根火柴棍
摆一摆几何图形，玩玩数学游戏。

不过，一二三年级，女儿的成绩都是 80
多分，并不算好。

从小学四年级起，我因为追求自己的教
育梦想，离开了老家，很少照顾到女儿。如
果说，我对女儿的学习有一点影响和帮助的
话，那就是我没有让女儿参加校外辅导班，
我觉得学校作业已经够多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初中。女儿的初中
是在县城一所学校，一个年级的学生人数都
有1800多人。第一学期月考试，她居然考了
全年级 80多名，让我另眼相看。期中考试，
她挤进全年级前 30 名，以后逐步稳定在全
年级前20名。

在视野开拓之后，对作业的看法更为理
性和谨慎。我对待学生也像对待女儿一样，
尽量少留作业。我教数学，一般不会去买现
成的练习册给学生，而是融合多本资料和自
己的理解出一个课堂练习单，基本在课堂内
完成作业。一般而言，精选4至8个小题。

周末，我在少量的“传统作业”之外（3年
级起，控制在 30 分钟以内），会设置许多有
创意的数学作业。比如，我会发动学生自己
搜集资料，借助全班学生之力编数学书。去
年，我们“内部出版”了完全由学生创作的

《开心数学》，里面涵盖数学笑话、数学故事、
数学趣题、数学史料等，孩子们喜欢得不得
了。再比如，我带领班级教师与孩子、家长
一起制作竹排，然后划着竹排在学校的湖里
游玩。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会了财政预
算、图纸设计、重量预估和浮力测试等数学
知识。

对于学生的考试，我会分层要求。比如
成绩好的，我让他们树立100分意识，每次力
争100分；对于成绩中等的学生，我鼓励他们
选择性答题，确保自己会做的题目全对，这
是另一种形式的100分。

教学效果如何呢？考试分数和平行班
差不多，没有奇迹出现。只不过，学生很喜
欢数学，有时候还会与我探讨四维空间、三
次方程等问题，在这些五年级学生面前，我
真的是甘拜下风。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广元天立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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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作业，是个不轻松的话题。
太多无效、低效的作业侵占了学生的自由时

间，殊不知多少孩子的厌学，多少亲子关系、师生
关系的紧张等，或多或少与老师设置作业有关。

作为教师，用智慧和勇气不断追求作业的少
而精，甚至“零作业”，可以说是应然的自觉选择。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要达到作业少的境界，功
夫还在作业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