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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写作业的妈妈伤不起
国外家长陪孩子写作业吗
前不久，一则“陪孩子写作业，大人急到
心梗”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引起不少家长
的共鸣。提到陪孩子写作业，国内许多家长
都是“一把辛酸泪”，有人认为这对大人孩子
都是一种伤害。可很多学校的老师却认为，

家长参与孩子的学习，对孩子的成长很重
要。那么，家长到底应该怎样有效地参与孩
子的学习？国外的学校和家长是怎么做
的？记者对此做了一番调查。

美国：
美国：
“陪赛”
是常态
“晚上 10 点多，从楼上传来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什么
关系，啊？什么关系？’我那颗八卦的心疯狂地跳动起来，
趴在窗台上支起耳朵认真地听下文。女人继续气愤地喊
道，‘互为相反数啊’。我默默地关上了窗户。”近日，这样
一条消息在朋友圈被广为转发。莞尔一笑的同时，家长们
也感同身受，“陪读的妈伤不起啊”。面对奋战在陪读一线
家长们的纷纷倾诉，对教育改革素有研究的广州市 24 中校
长蔡铁山直言提醒，“做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应该给他
一个独立的空间”
。
“传统认识偏离目的
传统认识偏离目的”
”
家长陪写作业、检查作业已是当下常态。上月，宁夏
回族自治区出台规定，要求学校教师“不得要求家长对书
面作业检查并签字”，“不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
代劳的作业”。尽管如此，许多家长们称，他们并不敢撒手
不管。
“不陪写作业，我怎么知道她有没有好好做？怎么知道
她有没有掌握？”小学三年级家长陈女士充满疑虑，她的心
态也是诸多家长共有。对此，蔡铁山建议，家长要放轻
松，以一种宽松的心态来看待作业。
“作业绝对不是简单地巩固课堂所学的知识，这只是目
的之一。”蔡铁山说，现在人们对作业目的的认识偏离了它
本来的作用。老师和家长们这么教育学生，学生们自然也
就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作业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学生要通过作业
检验自己，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论语》 有言，温
故而知新，学到新的东西，作业的目的就达到了。没有产
生新的东西，这种力量是出不来的。”
“培养习惯胜于陪读
培养习惯胜于陪读”
”
那么，家长们“陪写”的姿势应该如何打开呢？
蔡铁山表示，家长们主要责任是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
和兴趣，而不是陪做作业。“如果陪伴学习变成了陪伴做作
业，这样孩子的心理感受会比较差，时间长了就会有被迫
学习的心理。”
他认为，作为家长，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应
该从小引导孩子，培养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同时，引导
他、让他知道，通过学习、通过作业，可以让他的兴趣得
到发挥，为了支撑他的兴趣，他需要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
蔡铁山以自己身边朋友的孩子为例，在这个孩子很小
时，朋友就引导孩子一个人玩乐高，“他可以玩两三个小时
不起来，这其实是在培养他的意志力”。同时，在玩的过程
中，孩子体会到了乐趣，培养了创造力。等到上学的年
纪，通过乐高游戏，孩子开始对物理感兴趣。后来，孩子
对化学也充满兴趣，因为这些学科可以解决他遇到过的问
题。目前，这个孩子正就读于省内一所重点中学。
“作为父母，他们并不不强求孩子做作业，但通过引
导，让他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当一个孩子兴趣爱好广泛
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思考其他。”
“作业太难要找老师
作业太难要找老师”
”
“现在的问题是，孩子的作业量太大，每天都要写到深
夜，能不写吗？”陈女士提出另一个疑问。
“作为校长，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应该有三分之一
的孩子作业是抄过来的。为什么家长要陪？因为不陪他就
会抄，抄同学的、从网上抄。时间长了他会有动力吗？没
有。”
蔡铁山说，如果孩子的作业到晚上 10 点半还做不完，
建议不要继续做。“如果到这个时间还不能完成，作业的效
力不但不能体现，还会有反作用。晚上 10 点半睡觉，这个
睡眠时间对孩子来说还不够。有些做到深夜 11 点、12 点，
这是在提前透支孩子的生命力。”
被动做的时候，作业的效果就不会出来。他建议，出
现这种情况，家长应该跟老师沟通作业量。
与此同时，对于一部分基础不好，不喜欢做作业的
学生，家长也亟须跟老师沟通，降低孩子作业的难度。
“家长应该坐下来跟老师沟通，孩子作业越多，他的焦
虑、厌学情绪会越来越严重，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第
一，我认为，作业的量要降下来；第二，作业的难度要
降下来。”
据 《南方都市报》

一项针对美国公立学校家长
“学生在校成绩取决于家长还是
学校”的调查表明，78%的家长选
家长，21%选学校，1%不知道；另
一项针对公立学校老师“其他条
件完全相同的两个学校，选工资
高很多的一个，还是家长支持高
很多的学校？”的调查显示，84%的
老师选有家长支持的学校，15%选
工资高，1%拒绝回答。由此可见，
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认为家
长的参与必不可少。
美国小学、初中对学业要求
较低，高中后，家长大多也指导不
了学习，因此美国家长陪孩子写
作业的不多，他们更多是在课外
活动上给孩子提供支持。
从幼儿园开始，美国家长就
送孩子参加体育、艺术等兴趣班，
从众多项目中找到孩子的天分和
兴趣点。大致在初中中后期，会
选定一两个项目开始严肃对待，
初级目标是进入校队，高级目标
则是在州级甚至国家级比赛中获
奖。学期中至少拿出每周 15 小时
进 行 训 练 ，暑 假 可 能 高 达 30 小
时。很多家长都会请私教或带孩
子参加比赛。开始水平较低时在
本地有很多比赛，如果能进决赛
通常需要周五晚一场、周六两场、
周日一场，这都要家长接送陪
伴；随着水平的提高，参加区域
级、州级比赛，周末开车几个小
时是司空见惯，国家级比赛则需
陪孩子坐飞机参赛。网球由于流
行程度较高，本地各个级别的比
赛较多，通常开车即可；而像击
剑、摔跤等项目，高水平比赛往
往很远，不少家长是带着小孩全
美国到处飞。这些都需要大量时
间和金钱。音乐、美术等艺术类
课外活动也是如此，投入精力不
会少于体育。
美国孩子要参加大量社会实
践，有些学校对义工有硬性规定，
比如每学期至少完成 20 小时等，
这些活动多由学生一起完成，但
是家长需要接送孩子。每个学校
都有家委会，学校会营造学校大
家庭的氛围，号召家长参与志愿
者活动，比如请有专长的家长演
讲、协助学校募捐、组织全校亲子
长跑活动等。另外，校队、乐队、
表演秀等学生活动，家长除了是
最忠实的观众外，也会根据需要
提供帮助或参与其中。

英国： 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
伦敦一所公立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
爱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英国学校
非常注重阅读。从学前班阶段开始，就学
校要求家长每天和孩子们一起阅读，
读书
给孩子听，或者让小孩读书给你听，与他
们讨论读到的内容，
并在与学校的联系本
上签字，
老师们也会定期测评孩子们的阅
读水平，并给予相应水平的分级读物。爱
玛认为，
目前这些作业就足够了，等孩子
大一些，
可以接受多做一些家庭作业。
在伦敦有多年小学教学经验的威莉
老师对记者表示，英国小学前两年主要
是培养孩子们独立学习的能力，
因为独立
学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老师会给孩
子们布置少量带回家的作业，
另外还会提
供数学和英语的学习软件，
供孩子们在学
有余力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练习。
学校还
会组织专门时间给家长介绍软件的使用

方法和重点，
以便家长在平时能给孩子们
更大程度的支持。但威莉老师强调，这些
学习软件是课外作业，
完全取决于孩子和
各个家庭的情况，最终目的也是使孩子
能够爱上学习，并独立完成课余作业。
而另一位孩子就读蒙氏小学的家长
则对记者表示，考虑到学校布置的作业
很有限，为了帮助孩子学得更好，有必要
在课外开开小灶。她表示，身边很多亚裔
和非洲裔孩子接受了课外辅导，
包括父母
辅导和补习学校辅导。
英国妈妈网首席执
行官贾斯汀·罗伯茨表示，英国家长对家
庭作业的看法各异，
有的妈妈希望学校布
置更多作业，
有些家长则想让孩子少点作
业，而有的甚至根本不想要任何作业。罗
伯茨认为，教育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要培养孩子们对世界的好奇心以及对学
习的热爱，
而不是对教科书死记硬背。

德国：
德国
： 不该为孩子改作业
德国多数联邦州的教育法明文禁止
中小学在周末、法定节日和假期给学生
布置家庭作业，周一至周五可以有家庭
作业。为避免学生作业负担过重，各州
教育法还对作业时间进行限制。一般规
定，小学一至二年级的学生每天写作业
的时间不能超过 30 分钟；小学三至四年
级不能超过 45 分钟；中学五至七年级不
能超过 60 分钟；中学八至十年级不能超
过 75 分钟；中学十年级以上则让学校自
己决定。
“老师布置作业必须限制在规定时
间内。”柏林州教育部主管伯赫希尔对记
者表示，德国教育部门普遍认为，父母不
应帮助孩子完成作业。父母只需确保让
孩子自己去完成作业，不需要具体指导

作业，也不要纠错。如果家长把孩子的
错误都纠正了，老师就无法了解每个孩
子的学习程度。德国《父母》杂志进行的
调查也显示，德国只有三成父母经常陪
孩子完成作业，其余家长是偶尔、甚至从
来不陪孩子写作业。
记者从各方了解到，德国各州都有
规定，家长有权利参与学校的教育，参与
途径包括家长会、校务会议、学科会议
等。柏林州教育部主管伯赫希尔介绍
说，校务会议中，家长代表可以就学校作
业辅导等主题，提出具体意见。如果家
长对学校的理念、规则、学生课后托管等
内容不满意，有权利否决。在确定作业
和考试的大致范围，制定成绩单和评语
的评判标准方面，家长也可以提出建议。

日本：
日本
： 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
日本小学生平时的作业较少，低年
级的作业一般半小时内就能搞定，如练
习写字、算术题等。日本社会普遍认
为，家长不必参与孩子的作业，这本来
就是孩子自己该完成的事，家长代办不
利于小孩的成长。日本教育专家也认
为，家长不要过多参与孩子的作业，孩
子做完后，家长可以适当看看，给予鼓
励和表扬，
对不足和错误提出意见。

日本低年级小学生的作业充满趣
味，
如刷牙表，
一天早晚刷牙后在表上画
个圈，可以帮学生养成刷牙习惯。还有
“牵牛花成长表”，学校要求家里养一盆
牵牛花，开一朵花就在表上涂个颜色。
还有学校要求学生用图画记录每天的
生活，这就是图画日记作业。这些作业
一般不需要家长的协助。但在暑假期
间，
学校通常会布置比较多的作业，
有读

书感想、自由研究等内容。自由研究是
让学生自选一个课题，
自己找资料，
或访
问相关人士，
写成小报告，
重点是培养小
学生的研究能力。这部分作业通常需
要家长协助。比如，作业是调查海洋生
物，
这就需要家长带小孩去海边，
一起观
察并拍摄海洋生物照片，家长给小孩一
些建议。此外，
家长要带孩子去图书馆，
帮孩子选择书籍、
找资料。据《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