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看点

古代学生
也放“暑假”
在古代，那时还没有“暑假”

这个词儿，而是叫“田假”。
顾名思义，这“田假”是农忙

时的假期， 以便让学生们回去帮
忙，免得耽误农活儿。 “每岁五月
有田假”，农历五月，相当于如今
的六月底， 其实与现在暑假的开
始时间也差不多。 田假为期一个
月， 正好是夏天最热的时候。 不
过， 这田假可不是因为天气热才
放的假，而是出于农忙的考虑。

古代的文人并非专业的学
生。 参加科举的多， 但金榜题名
的少。 所以，除了读书，还得有点
谋生手段， 方能维持生活。 正因
如此， 多数文人除了学生这个身
份，多半还有私塾教师或者务农
等谋生的职业。 不论什么职业，
五月都是农忙的重要时节，所以，
田假便应运而生。

古代的田假， 只有一个月。
但田假过后，到了农历九月，又有
为期一个月的“授衣假”。 农历九
月，是秋收时节，放假一个月同样
是出于农忙的考虑。 而且， 此时
天气转冷， 需要添置厚衣服。 所
以 ，放假一个月 ，让学生参加秋
收，同时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缝制
冬天的衣服。

田假和授衣假，加起来刚好
是两个月 ， 也相当于古代的暑
假了。

据《潮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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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作业趣多多

提起暑假作业，你是不是还沉浸在做、背、抄、写的痛苦回忆中？如果还是这样，你已经 OUT 了！
快来看看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需要完成怎样的暑假作业？

近来，根据学生的学习状况、兴趣爱好
“因人订制”的假期作业，渐渐成为一种趋

势。 有的学校是学生自己
列出愿意尝试完成的“假

期作业菜单”， 由教师
指定其中一项完成；有
的则是学校提供“假期
作业菜单”， 由学生选
择内容并完成；有的学

校是根据学生的
兴趣和平时表现
布置作业。

“因人订制”， 关注更多的是书本之外
的“实用营养”，自己动手、自主探究，让假
期作业充满“体验的味道”。 “因人订制”的
作业更倾向于“情趣养分”。无论是“自编食
谱”，还是“推普日记”，多姿多彩的内容和
自主的形式，帮助学生摆脱课本的束缚，唤
醒学生的参与情趣。同时，“因人订制”的作
业更注重“群体口味”。无论是“假期植物观
察”，还是“社区个人书画展”，都引导并安
排志趣相投的学生通过社团的方式互动，
立足社区开展不同形式的交流活动， 进而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样的“口
味”，同步的实践，不仅可以提升作业的完
成效果，也可以有效地保持执着的状态。

“因人订制”，更多的是选择身边的“鲜
活食材”，发现生活、感受社会，让假期作业
散发着“实践的芬芳”。首先，“因人订制”的
作业更贴近“假期味道”。 无论是“旅游提
醒”，还是“游泳安全日记”，轻松、简单、有
趣的形式，更贴近学生假期的悠闲状态，更
利于实现让学生放松的目标， 使学生在学
习知识、掌握技能的同时，及时发现安全隐
患，自觉树立安全意识。 其次，“因人订制”
的作业更突出“假期节奏”。无论是“学生准
备订制菜单”，还是“学校提供作业题目”，
都格外突出假期生活的特有节奏， 将作业
内容、检查过程、评讲方式、反馈过程巧妙
地融合在“家校联谊”等活动中，让学生乐

于参与，并在完成的过程中获得快乐。再其
次，“因人订制”的作业更突出“假期亲情”。
无论是“家庭环境下的题目”，还是“家庭外
的选项”， 都格外凸显假期生活的亲情因
素。 这样的作业设计强调亲子沟通， 可以
充分发挥家长近距离辅导的优势， 让学生
和家长一起参与、一起成长。

“因人订制”让假期作业更有味道。育
人者只有关注学生，因人而异设置假期作
业， 才会点亮每一个学生的假期生活，学
生才会真正成为假期舞台上的主角而绽
放光彩。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实
验小学）

今年暑期， 上海市闸北区未成年人暑
期工作办公室以“爱的传递”为主题，精心
推出了一系列精彩丰富的活动项目， 让广
大青少年度过一个“安全 、健康 、快乐 、有
益”的假期。

据悉，今年暑假期间，全区所有中小学
生要围绕“爱的传递”这一主题，重点开展
“两次行动”，完成“三件作品”。

两次行动： 开展一次红色闸北考察行活
动，参观 8月 13日开馆的四行仓库国家纪念
馆；举行一场家庭民主议事会，与家长共同考
察家族历史，确立家风家训。

三件作品：记录一份民俗菜谱，通过整
理、 查找各民族各地区不同的饮食习惯和
饮食传统， 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制作一份抗战小报，通过学习、了解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 从而传递
心中的爱与和平； 设计一份志愿者活动方
案，体验各类社会实践技能，传递力所能及
的正能量。

同时，区暑期工作办公室还根据不同
层次学生，设计了“推进快乐志愿，深化实
践育人”系列活动。 要求全区高中生根据
《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

案》精神，利用已认定的市、区两级志愿服
务岗位、活动项目和实践课程 ，参加公益
劳动、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 ，以培养
社会责任感。 对于全区小学生、初中生，要
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主动参与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 ，从小培养关心他人 、服务社
会、传递爱心的意识和能力。

（龚苓 顾武）

暑期作业背后的“情趣养分”
□贾宪章

主题式暑假作业

体验是最有效的课程，“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课堂”， 孩子的课余生活应回归社
会、回归生活，应该丰富多彩。 今年暑假，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外国语小学特意为
学生量身定制了暑期 “游园行动 ”体验式
作业，七大个性“乐园”供学生自主选择 、
自由发挥。

基础乐园，学生自主。学生在家长的指
导下，结合自己的学习情况，为自己量身定
制一套基础学科的暑假作业。

书香乐园，馥郁芬芳。根据语文教师规
定的读书书目， 低年级注重绘本阅读、创
编；中高年级注重海量阅读。学生也可以自
选图书阅读，多多益善。

英语乐园，说唱结合。 为进一步提高
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学校特别制作了口
语天天练音频， 让学生在家每天一练，每
天一句，并在假期中学唱两首英语儿歌。

国际乐园，丰富多彩。 结合新学期学
校的“国际文化节”，暑期的主题为 ：走进
英国。学生不一定能够真正到英国旅游走
访，但可以通过书籍报刊、网络电视，了解
英国的风土人情，进行人文考察 ，从某一
个方面入手，比如美食、服饰、建筑、历史、
体育、文艺等，收集资料，创编小报等。

科技乐园，手脑结合。鼓励学生遨游科
海，大胆创新，动手创作科技创新作品（可
以进行环保创作“变废为宝”），每个学生最

少两件。
综合乐园，分担家务。假期中每天做一

项家务，懂得感恩，体验生活，是对父母最
好的回报。

自选乐园，行走与公益。 此项作业可
根据实际情况自选完成 ：A.“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在家长的带领下，参加一次
旅游，用拍照、口头叙述或写游记的方式，
记录自己的见闻， 开学后制作成幻灯片，
以小导游身份与全班同学分享。 B.“赠人
玫瑰手留余香”，在家长的指导下，参加一
次社会公益活动，播撒文明，奉献爱心。可
留下照片或写出感悟，开学后与同学分享
助人的乐趣。 （鲁慧）

体验式暑假作业

据《郑州晚报》《华西都市报》《闸北报》

链接

小学生放暑假了， 可是爸爸妈妈要上
班，孩子们缺少人管，他们该做些什么？ 怎
么保证安全？怎样过暑假才有意义？这些成
了家长们比较担心的问题。

让我们近距离走进四川省成都市多所
学校， 看一看这些学校的孩子是怎么度过
暑期生活的。

电子科大附小：
学会一项生存技能———游泳
今年暑假， 电子科大附属实验小学为

学生们布置了一项任务———学会游泳。
“游泳，是一项生存技能，每个孩子都

应该掌握。”校长康永邦说，每年暑期，都有
孩子溺亡的消息传出，因此，让所有孩子掌
握这项基本的生存技能非常必要。 平时学
校没有教孩子游泳的条件，所以，学校建议
家长利用暑假带孩子到游泳馆等相对安全
的环境学习游泳。

此外， 学校还鼓励所有家长带孩子参
加户外亲子活动，走出家门、走到社区、走

进大自然，了解社会。 校长认为，许多家长
会带着孩子去农家乐、去果园摘果子，如果
家长能够在摘果子的同时， 让孩子了解植
物的生长过程和果子的相关知识， 就更有
意义了。

成华小学：
到农田里种植农作物
对于成华小学的孩子们来说， 这个暑

期，他们有了亲近泥土的机会。学校为学生
们开辟了一块“耕读园”，每个孩子都可以
认领一块地， 暑假期间也可以到校园种植
自己的农作物。

刚刚放假的一天早晨， 一个学生就迫
不及待地早早赶到学校，去照料自己在“耕
读园”种植的茄子。在“耕读园”的几十平米
土地上，分别整齐地栽种着花生、黄瓜、玉
米、莴笋、茄子……学生在放假期间，也可
以到学校，给自己的农作物浇水、除草。 完
成之后，还需要到“耕读园”背后的一块黑
板处，详细记录耕种的情况。

“现在城市里的孩子，很少有机会了解
这些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校长宿强说，在
学校的“耕读园”，学生不仅能够感受劳动
与收获的关系，养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
美德， 还能通过亲子劳动进一步密切与家
长的关系。

双林小学：
四分之一的学生到国外游学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这个暑期成都

市双林小学的主题活动。 据该校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学校正在进行国际理解教育，
希望通过暑假， 让学生走出学校、 走出国
门，去了解世界。

据学校调查， 暑假将有部分学生出国
游玩，学校将通过微信平台，将学生的旅行
日记、图片等分享给全校师生。针对没有外
出游玩计划的学生， 每个班级都给学生开
出了一份书单，推荐几部电影，供家长和学
生阅读观看，“不能出去行走， 读书也是一
种游历世界的方式”。 （张菲菲）

实践型暑假作业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