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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痛到期末才懂，那叫陪孩子做作业！”最
近两天，一则“期末考试前，陪孩子做作业，急到进医
院”的段子在朋友圈火了。这篇由一位“80后”家长写
的《陪孩子做作业我进了医院》的文章引发许多家长
的共鸣。重庆日报记者调查发现，陪娃做作业是目前
年轻家长们普遍面临的“任务”，“熊孩子”们做作业时
状况百出，家长们个个苦不堪言。陪孩子做作业真的
如此令人烦心吗？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家长们如此“受
伤”？

爱恨就在一瞬间

事情还得从“80后”家长周女士说起。周女士的
儿子读小学一年级，因为马上要进行期末考试，周女
士想督促孩子认真复习，便陪伴儿子一起做作业。

“一道简单的数学题给他反复解释了几遍，他还
是做错。过了几分钟进屋一看，他居然还在用橡皮努
力地擦第一排的那行字，本子都擦出一个洞……”周
女士说，自己强忍着没有打孩子，没想到晚上开始胃
痛，“到医院做了针灸才好，医生说是生气引起的。”

周女士将自己的经历晒在朋友圈，没想到一下子
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共鸣，纷纷在后面跟帖留言。

“老师让十分钟做好50道10以内的加减法，我们
家那位，三分钟了，还在写自己的名字，我只有在心中
默念‘我是亲妈，我是亲妈’，一晚上下来，差点憋成内
伤。”

“她做作业时草率应付，不管答案对错，做完就算
交差，也不长记性，重复犯错误，气得自己下手打了娃
的屁股。”这位家长感叹，陪娃做作业是“爱恨就在一
瞬间”。

一位姓刘的家长还调侃自己，陪小孩做作业经历
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己要学习《亲密育儿百科》，
第二阶段要看《论持久战》，第三阶段要学习《高血压
降压宝典》，第四阶段则需看《活着》。

三大病症让家长“痛苦”

为什么陪孩子做作业会令家长们如此心烦意乱呢？
重庆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家长们“痛苦”的原因在

于以下三点。
其一，学生作业量大且有难度。有的家长称，“有

些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知识点，不足以让学生完全解
决作业问题。”有的家长抱怨，“听写、背书、改错、朗读
英语、课外阅读，小孩的各类作业需要家长全程陪同，
学校还要求每位家长签字，家庭作业像家长作业，自
己每天疲于应付。”一位小学三年级学生则说，“自己
每天做完作业就九点过了，根本没时间玩了。”

据一家人工智能教育平台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中
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显示，在中国，中小学日均写作
业时长由2015年的3.03小时降低为2017年的2.82
小时；即便如此，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时长仍是全球
水平的近三倍。

其二，有的学生学习习惯不太好，写作业磨蹭。

一位从教多年的小学教师分析说：“有的小学生做作
业注意力不集中，条理性差。有的孩子对自己要求过
高，所以做作业慢；还有极少数学生的学习基础差，做
作业吃力，也令家长头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家长急于求成，孩子学
习成绩没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就十分着急，有的甚至
斥责打骂小孩。有的家长工作压力比较大，回家之后
还要辅导作业，精力达不到，容易导致情绪失控。”西
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玲说。

聪明的父母不会揠苗助长

“科学陪伴孩子学习很重要，因为通过对学生的
了解和一些家长反馈的信息，学校可以有的放矢地对
学生进行教育。”一位从教20多年的教师说。

然而，《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显示，
75.79%的家庭曾因“写作业”发生过亲子矛盾。那么，
如何才能有效地促进孩子学习，又避免家长“心头之
痛”？

“教育孩子也是个用心的技术活，学习进步是一
个渐进过程，孩子和家长都不能心急。”对此，李玲表
示，首先要建立严格的时间规则，给孩子定出学习、玩
耍及休息的时间，且明确奖惩，由此培养孩子专注学
习的能力。

“家长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专门写作业的房间，
不要在孩子做作业时看电视、大声喧哗、玩游戏，或者
热心地送水果。看到孩子作业有问题，也不要第一时
间纠正，要鼓励孩子发现错误并及时改正。”李玲说，

“聪明的父母通过指导监督协助，帮助孩子找到适合
自己的学习方法，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及良好的习
惯，过于心急只会揠苗助长。”

有教育专家也呼吁，社会应营造一个良好环境，
尽力给学生减负；家长则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注
意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

陪孩子做作业何以成家长“心头之痛”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16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教育部官网获悉，教育部首次正式推出490门“国
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全国在校学生均可在线选修
学习，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其中，在渝高校共有8门课
程入选。

此次推出的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
本科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
业核心课为重点，课程种类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创新创业课、思想政治课程等，其中包括468门本
科教育课程和22门专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代表了当
前我国在线开放课程的最高水平。

在渝高校入选的8门课程都极具思想性或示范性，
深受学生欢迎。如重庆大学《图说人际心理关系》，聚焦
心理学在生活工作中的实际运用，课程通过大量形象的

图片和案例，深入浅出地揭示人际关系的基
本心理原理，有助于大学生提升人际交往能
力，掌握正确的人际关系处理方法。

西南大学寇鹏程教授的《美学与人生》
课程，运用现代教学技术，融哲学、文学、心
理学、艺术学等内容为一炉，对审美的基本原理进行
通俗易懂的讲授，可丰富学生的人文思想。该课程目
前在“智慧树”在线学习平台开放，有全国300余所高
校6万多名学生选修此课并获得学分。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妇产科护理学》
则是护理专业核心课程和护士执业考试必考内容之
一，该课程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介绍了妇产科整体护
理程序，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全国高校学生都可通过在线平台选修国家精品

在线课程，听完课程并完成每个单元的作业后即可得
学分。”入选此次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经
典导读与欣赏》授课教师、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
授董小玉介绍，此次教育部推出首批“国家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流大学的
300多门精品课程，这将有利于推动东中西部高校共
享优质课程资源，也推动更多高水平大学的优质课程
上线国际平台，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教育部公布首批“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在渝高校
8门课程入选

重庆大剧院大剧场

俄罗斯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
演出时间：1月16、17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

680元

春夏秋冬·桃花源-丁雪儿古筝独
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4日 19∶30
演出票价：30/50/80/100元

超级飞侠《小爱的奇幻旅程》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30/280/

380元

冠达集团·世纪游轮-哆唻咪和大
灰鸡亲子故事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8日 10∶30
演出票价：100/180/280/380元

大型原创芭蕾舞剧《敦煌》
演出时间：2月1、2日 19∶30
演出票价：40/100/180/280/480/

680/880元

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国泰艺术中心剧院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袁范版
演出时间：1月19、20日 19∶30
演 出 票 价 ：180/280/380/580/

680 元

《海底小纵队3》
演出时间：1月21日 14∶00/16∶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元

云瑚音乐厅
意大利钢琴家瓦妮莎·贝纳利·穆

塞勒钢琴独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元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一剪梅”经典歌曲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19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红梅报春”经典歌剧音乐会
演出时间：1月26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重庆文化宫大剧院

【小橙堡】经典童话人偶剧《小红
帽》

演出时间：1月21日 10∶30/15∶30/
17∶30

演出票价：50/80/120/180/240元
套票：200（120*2）/300（180*2）/

400（240*2）元

施光南大剧院

大型多媒体3D亲子音乐剧《阿拉
丁与神灯之沉睡精灵》

演出时间：1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50/100/150元

话剧《新原野》
演出时间：2月3、4日 19∶30
演出票价：80/180/280/380/480元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

进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新华社重庆 1 月 16 日电 （记者
赵宇飞）7年前，31岁的台湾人钟秉杰来
到重庆工作。“这是个神奇的城市，无辣
不欢的饮食能把人辣哭，爬坡上坎、穿山
过江的立体交通简直能把人绕晕。”他这
样描述对重庆的第一印象。

如今，钟秉杰实现了从台湾到大陆、
从沿海到西部、从就业到创业的转变。
他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也爱上了
这座“神奇”的山城。

2011年，已经在台湾有设计工作经
验的钟秉杰只身来到上海、浙江等地，主
要从事设计装修餐厅、住宅等项目。一
次偶然的机会，钟秉杰被公司派到重庆
负责五星级酒店等大型项目的设计。从
那时起，钟秉杰渐渐了解重庆这座城市，
并决定在这里创业。

谈起西进大陆和扎根重庆的决定，
钟秉杰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市场”。

钟秉杰说，大陆民众的生活正在逐
步走向精致化，这为室内设计行业创造
了巨大市场，而在重庆等西部地区，自己
可以发挥不同于本地设计师的差异化优
势。

“台湾市场需求太小，我这样的年轻
人根本没有机会去设计五星级酒店。”钟

秉杰说。
2015年，钟秉杰和几位台湾朋友合

伙创业，分别在重庆和台北注册了“淞
林”和“崧林”两家设计公司，其中大陆部
分的业务由钟秉杰负责运营。

看准大陆市场的钟秉杰，创业初期
也并非一帆风顺。公司知名度不高，往
往难以获得业主信任，钟秉杰并不灰
心：“业主不信任我们，我们可以从小业
务做起，比如先做一块玻璃，做一面墙
的瓷砖……”

两年多以来，钟秉杰像上了发条一
样，将自己的工作节奏拉得很紧。“我每
天都在忙着做项目、做业务、做设计，在
重庆一年，胜过在台湾两年。”他说。

钟秉杰的设计公司逐渐打开了局
面，先后完成了成都环球中心顶层会所、
硅谷翠庭、珊瑚水岸等多个优质项目的
设计。2016年，钟秉杰的作品《微电元·
硅谷翠庭》还荣获业界知名奖项——“金
瓦奖”的“年度住宅空间设计十佳方案”。

不仅如此，钟秉杰在生活上也融入
了重庆这座城市。

重庆的解放碑、大礼堂以及台湾的
鹅銮鼻、101大厦等两地历史景点和现
代地标经常同时出现在钟秉杰的文创产

品中。
“一边是台湾，一边是重庆，一边是

历史，一边是现代，将两者联通在一起的
是精神的桥梁。”钟秉杰说。

这份对当地文化的热情，让钟秉杰
交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妻子
也是个地道的“重庆妹子”。

在台湾基本没吃过辣味的钟秉杰，
谈恋爱后常常陪女朋友吃麻辣火锅，很
快就变成了一个“无辣不欢”的人。现在
的钟秉杰，说起重庆火锅已经头头是道。

钟秉杰越来越习惯在重庆的生活，
偶尔回到台湾，反而会觉得有点不习惯。

“上次我回台湾，在便利店买完东西
就习惯性地把手机拿给店员支付，店员
很奇怪地问我‘先生，你拿手机给我干
嘛’……”钟秉杰说。

在钟秉杰看来，今天的重庆伴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
进，正成为充满活力、面向世界的开放之
城，年轻人在这里能获得与全球接轨的
视野和机遇。

“在重庆成家立业后，我会成为一个
新重庆人。”钟秉杰说，“能看到自己在与
这座城市共同成长，与她的关系变得密
不可分。”

“我会成为新重庆人”：一位台湾青年的“山城情缘”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月16
日，2018年全市残联工作会召开，重
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精准脱贫攻
坚行动、就业创业创新行动、“互联
网+”助残行动、康复科技助残行动、
能力素质提升行动等“五大行动”，将
是我市2018年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
的工作重点。

据介绍，今年将加大对整体脱贫
区县和深度贫困乡镇贫困残疾人的帮
扶力度，完成2000户农村贫困残疾人
危房改造，同时完成一万名农村残疾
人实用技术培训，扶持残疾人扶贫基
地，帮助贫困残疾人脱贫致富。

在就业创业方面，今年我市将实
施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项目，统筹建
设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示范基地、残
疾人文化创意孵化基地、残疾人电商
创业孵化基地和残疾人科技助残创业
孵化基地，打造线上线下残疾人就业
创业服务平台，多形式、多渠道为残疾

人就业创业提供服务。
利用“互联网+”，推动助残服务

走上智能化道路，建设大数据推进数
据资源共享。届时，“互联网+”不仅
可为残疾人提供方便快捷的政务服
务，还将完善助残平台，把云计算、大
数据与残疾人需求有机结合，推进社
会化、专业化、职业化、精细化、规范化
的残疾人服务，实现供需对路。

为加强残疾预防的科技应用，市
残联将实施康复科技助残行动，在全
市6个残疾预防综合试点区县通过基
因筛查等手段开展出生缺陷等残疾预
防检测、干预工作，并对在辅助器具方
面的科技研发和应用方面给予补助。

在能力素质提升行动中，将加强
残疾人工作理论与实践应用研究，分
层、分类开展培训，组织编印培训教
材，建立能力素质导师团，对残疾人、
残疾人工作者、助残社会组织开展通
用能力培训。

“五大行动”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

本报讯 （记者 周尤）1月 16
日，由团市委主办、共青团渝北区委
承办的“冬日阳光·温暖你我”2018年
新春关爱行动来到渝北区洛碛中心
小学，为30名留守儿童送去了新年
礼物。

本次“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活动
以实现留守儿童的“新年愿望”为主
题。活动前期，主办方广泛征集农村
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的新年愿
望，然后发动社会力量“点对点”帮助
孩子们完成心愿。同时，号召青年文
明号单位、爱心企业和大学生以社会
实践等方式参与到活动中。

自去年12月开始，团市委联合市
民政局、市总工会、市妇联等单位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冬日阳光·温暖
你我”2018年新春关爱行动。截至目
前，已为35000名留守儿童实现了新
年愿望。

据悉，“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新
春关爱行动从2013年举办至今，得
到企事业单位、学校及社会爱心人
士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目前，
累计筹集资金（物资）超过 3000 万
元，帮助留守儿童实现新年愿望16万
余个，成为我市关爱青少年的特色
品牌。

团市委开展“冬日阳光·温暖你我”活动

为35000名留守儿童实现新年愿望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保监局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铜梁分

公司不慎遗失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机构名称：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铜梁分公司，

机构编码：5002247094575000，有效期：2015年

11月01日至2018年10月31日。

该证从发布遗失声明之日起宣布作废，至此

所有该证照引发的法律责任一概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铜梁分公司
2018年1月11日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合川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森林

机构编码：50038390363524201
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书院路187号

邮政编码：401519
联系电话：023-42720661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9日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8日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白

沙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肖勇

机构编码：500381733954573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外宾路172号

邮政编码：402289
联系电话：023-47335655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9日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8日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璧

山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覃建军

机构编码：5002279039233100
机构住所：重庆市璧山县壁城街道璧渝路115号

邮政编码：402760

联系电话：023-41401634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9日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8日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大

足汽车站

机构负责人：谷希

机构编码：500383556777681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办事处双塔路

218号

邮政编码：402360 联系电话：023-43770242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9日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8日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江

津客运中心

机构负责人：肖勇

机构编码：50038177175079000
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街道津西路转盘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023-85562485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9日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8日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永

北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杨毅

机构编码：5003839037675601
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渝西大道中段1469号

邮政编码：402160
联系电话：023-49852911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9日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8日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荣

昌汽车站

机构负责人：余业清

机构编码：50038379074711600
机构住所：重庆市荣昌区昌元街道昌州中段686号

邮政编码：402460
联系电话：023-46791200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12月29日

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8日

机构名称：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合

川汽车客运中心

机构负责人：孙景国

机构编码：50038358892232000
机构住所：重庆市合川区合阳办北环路2号

邮政编码：401520
联系电话：023-42839199
代理险种：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7年06月09日

有效期至：2020年06月08日

重庆大学
●《图说人际心理关系》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结构力学》
●《电子商务》
●《艺术导论》

西南大学
●《经典导读与欣赏》
●《美学与人生》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妇产科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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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简单

还写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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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在沙坪坝区童家桥街道和睦村社
区，红岩志愿者给79岁的独居老人杨期泰送去了
棉袄、棉被、手套和帽子。当日，由重庆日报、重庆
市规划局、重庆福彩中心举办的最美步道步行公
益捐赠活动举行，首批200余名热心市民以“登山
捐步”的方式，为沙区3个街镇的75名困难群众换
得了毛毯、被褥、油和米等爱心物资。

记者 张锦辉 摄

“登山捐步”

为困难群众
换得爱心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