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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路上的亲子时光

●王女士，女儿宁宁就读东城区某
小学二年级

6 点起床洗漱、给女儿装好饭盒、
准备早餐；6 点半叫女儿起床洗漱吃
饭；6点50准时从家里出发……这是王
女士和女儿宁宁开学后的日常。

因为家里离学校有 10 多公里，为
了错开早高峰，王女士必须在7点前出
门。“光明桥、劲松附近都有不少学校，
如果晚会儿出门，很可能就会赶上几个
路口的拥堵，孩子上学就会迟到。”王女
士说。

即便提早出门，顺利的话从家到学
校开车单程也要近40分钟，但王女士并
不觉得路上的时间“无意义”。“虽然离
得比较远，但多了跟孩子的互动时间。
有时，我们会一起复习前一天学习的知
识，听英语音频、背诵乘法口诀表。”

在宁宁还是一年级小豆包时，王女
士也曾因为早餐问题烦恼过。

“起得太早，孩子吃不下，有两三个
月早餐基本没吃什么，后来才慢慢适
应。”为了让孩子多睡会儿，有些家长会
带着早餐让孩子在路上吃，王女士尝试
了一段时间后，还是要求孩子在家吃
完。在她看来，吃早餐看似小事，却是帮
助孩子养成良好作息规律的重要一环。
久而久之，孩子也逐渐建立了时间观念。

推迟到校孩子能多睡会儿吗
今年开学之际，浙江省、黑龙

江省相继发出通知，推迟中小学生
早上到校时间。消息公布后引发
家长、老师热议，推迟到校时间是
减轻了负担还是增加了麻烦？推
迟到校在实施过程中，又面临哪些
现实问题？

“刚升入小学的孩子，养成早起的
作息需要一段时间，而且孩子写作业
慢，常因此晚睡，导致第二天迟到。”对
于近日浙江省、黑龙江省提出的推迟
到校时间，北京的陈女士表示赞同。

据记者了解，在 2013 年，北京市
教委公布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
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中提到，中小学
不得早于 8 点安排教学活动，小学生
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

记者随机采访了北京市部分中小
学，整体看，到校时间由各学校根据情
况安排，大多数学校规定的到校时间
在7点30分以后，部分小学及初中明
确要求，8点上课，学生需提前20分钟
或半小时到校，开展体育锻炼或晨读。

以海淀区为例，目前，中关村一小
一二年级学生的上课时间为 8 点 30
分，学生需提前十五分钟到校做好课
前准备；三年级以上学生 8 点上课。
羊坊店第五小学上课时间为 8 点，学
生只需在上课前到校即可，学校没有
对到校时间做强制要求。

北京中小学到校时间多为7点半后

新京报教育周刊微信公号“学习
公社”（xjbxuejie）上周进行的网络调
查显示，65%的家长不满意目前到校
时间，超七成家长支持推迟到校。

调查还发现，保证孩子充足睡眠
是家长支持推迟到校的首要原因。孩
子就读万泉小学三年级的阳阳妈表
示，“孩子每天 6 点半起床，7 点 40 分
到校。孩子一般 9 点睡觉，但期末复
习阶段，作业量较多，常常9点半才能
睡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2016 年
发布的数据显示，2005 年－2015 年
间，近六成中小学生睡眠不足国家规
定的 9 小时。2015 年，在北京市政协
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
杨立萍也曾建议北京市教委将学生到
校时间改为8点，正式上课为9点，保
证孩子睡眠时间，也建议学校能否根
据实际情况解决早餐问题。

家长
保证睡眠是支持推迟到校时间首因

“为保证教学有序进行，从全市范
围内统一推迟到校时间或不太现实。”
海淀区某小学校长王新（化名）认为，
是否推迟到校时间需要综合考虑交通
状况、到校距离、父母是否为上班族且
需要接送孩子等实际问题。

王新表示，虽然学校建议 8 点前
到校即可，但因家庭原因仍有部分学
生早到，学校可能最早要7点前开门，
老师则需要更早到校“如果改变到校
时间，是否也应考虑老师的实际情
况？毕竟他们也有子女需要接送。”

杨立萍认为，“到校时间”是个综
合问题，需要尊重教育现状和居住现
状，逐步完善解决，不能一蹴而就。她
表示，目前很难对到校时间进行统一
要求，需要结合学校、家长、学生的实
际情况，相信随着就近入学政策的逐
步推进，或能够解决这一难题。

学校
到校时间难做统一要求

推迟上学能否保证孩子睡眠？

推迟上学时间能否保证孩子睡眠，
要打个问号。在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
大多数学生的睡眠时间不足通常是由晚
睡导致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睡
问题，晚起半小时对于保证充足睡眠意
义不大。熊丙奇说，不能简单认为，推迟
上学时间就减轻了孩子的负担，这就会
让减负陷入一种形式主义。现今的评价
体系导致学生的学业压力很大，不得不
花费大量时间在课外辅导班和各种习
题、试卷中。若孩子的整体负担不降低，
即便是推迟半小时入学，也或将意味着
推迟半小时睡觉，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减
轻孩子负担，解决孩子睡眠不足等问题。

对于不少家长提出的学生写作业时
间过长，难以保证睡眠的问题，王新表
示，学校根据要求会严格控制各学段作
业量，家长需要客观看待作业时间长的
问题，作业来源，如是否有辅导班布置作
业的情况；作业难度、孩子做作业的效率
等都需要考虑在内。

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实验学校初一班
主任、语文老师卢阳也表示，从每天夜晚
住校生的作业完成情况来看，9点之前就
能完成作业。若孩子因为做作业睡得太
晚，家长应该考虑是否需要帮助孩子进
一步提高效率或者减轻附加作业量。

“晚到校”不如“晚放学”？

北京市民王女士表示，“晚到校不意
味着就能晚出发。对于离家较远的孩
子，有时提早或推迟 10 多分钟，路况就
完全不同。”王女士的女儿宁宁就读的东
城区某小学，该校要求学生提前半小时
到校进行晨检，“孩子会利用这段时间读
书或者进行课前准备，就像‘赛前暖场’
一样，不仅有助于培养孩子学习习惯，提
前进入学习状态，也实现了送孩子到上
班的完美对接。”

也有家长反映，比起推迟到校时
间，他们更关注能否延长放学时间。儿
子在海淀某小学读小学三年级的阳阳
妈表示，孩子 3 点半放学到去课外班的
中间有将近 1 到 1 个半小时，这段时间
既不能赶回家写作业，也不能开展新活
动，没能有效利用,“学校能否在下午课
程结束后，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学业辅

上周，新京报教育周刊微信公号
“学习公社”（xjbxuejie）就“推迟到校”问
题发起网络问卷调查。截至3月2日，
约 800 名网友参与。参与群体中，有
69%的受访者（或其孩子）就读小学，初
中占25%，高中占4%。

■ 调查

■ 热点讨论

■ 家长故事

黑龙江省
小学 8：00 初中 8：00
高中 7：30
2018年2月24日，黑龙江省教育厅

下发通知，规定 3 月 1 日起，全省小学
生、初中生早晨到校时间不得早于 8:
00，高中生早晨到校时间不得早于 7:
30；上课时间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
定。

浙江省
小学 8：00
今年2月23日，浙江省教育厅出台

意见，要求一、二年级学生早上最迟到
校时间不得早于8点，冬季还应适当延
迟。学校要因地制宜、差异实施。

贵州省
初中 7：50 小学 8：00
2017年，贵州省教育厅发布通知明

确：小学生到校不得早于 8 点，初中生
不得早于7点50分，各地各校可根据季
节变化和实际情况，对学生到校时间适
当调整，但不得早于上述规定到校时
间。该通知于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起
全面执行。

江苏省
小学 8：00 初中 7：40
高中 7：20
2017 年 10 月，江苏省教育厅出台

文件，规定学生早晨到校时间，小学控
制在 8:00 以后，初中控制在 7:40 以后，
高中控制在7:20以后。班主任和各科
教师不得超出学校规定，要求学生提前
到校。

长沙
小学 8：30
2016年6月，长沙市教育局提出将

芙蓉区、雨花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
区、高新区小学生的到校时间调整为8：
30，比此前规定推迟半小时。

成都
小学 8：30 初中 8：00
2018 年 1 月，成都市教育局发布

《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指导意见》明
确作息时间，小学不得早于8：30、初中
不得早于8:00安排统一的教育教学活
动。

据《新京报》

■ 部分省市到校时间规定

是否推迟到校时间？推迟多久？
需要征求多方意见，进行民主决策。
要考虑不同学校、家长群体甚至是不
同学段学生的实际情况，遵循学校的
自主权、尊重家长的意见，因地制宜，
共同做出合理方案，差异实施。浙江
省教育厅发布的指导意见也提到这一
点，要求不同区域、不同季节，因地因
校因时安排，不搞“一刀切”。

需要注意的是，学校应严格按照
在校学习时间要求安排教学工作，反
对学校变相提前到校，增加学生负担。

熊丙奇，教育学者

■探访

导，督促孩子完成作业，也让他们及时
在校消化当日所学内容。”女儿在丰台
某小学读二年级的徐女士也表示赞
同，她希望学校可适当延迟放学，让孩
子在校完成作业，也能缓解双职工家
庭的接送压力。

对此，也有教育行业从业者认为，
与推迟到校时间相比，更建议学校根据
实际情况，弹性设立时间区段，在保证
不改变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的前提下，兼
顾早到需求，合理安排老师时间。

“寒暑假后开学的前两天，宁宁能
够很快进入状态。不仅早上按时起床，
晚上也会早点回房间睡觉，基本不需要
家长督促。”

王女士表示，因为要考虑早高峰的
拥堵时间，对于离学校较远的孩子，即使
推迟到校时间，孩子也不会因此多睡太
久。“目前这种到校时间安排是合理的。
送完孩子家长再去上班也不会耽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