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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雪连笪文

〔摘 要〕对北京市 99所中小学学生的调查，发现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仍较重，且存在着性别和学校类型
的差异。大部分中小学生睡眠不足，课外时间仍主要从事学习活动，中小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较长，作业与考
试较多且形式单一。造成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学校、家长和学生应该群策群力，打好
“减负”这场攻坚战、综合战与持久战。
〔关键词〕中小学生 课业负担 响因素 调查报告

北京市中小学课业负担的调查研究

长期以来，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一直是困

扰我国基础教育的一个难题。早在 2000 年，国家教

委就下发了《关于在中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

急通知》，之后各级教育部门也多次发布“减负”相
关政策与文件，但是十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小学

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再次明确提出“过重的课业负担

严重损害儿童少年身心健康”，要“减轻中小学生课

业负担”的要求，指出“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是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率先实现小学生减负”。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按照分层整群抽样的原则，在全市 11
个区县，选取 99 所公办学校进行实证调研①。样本

校的选择兼顾城区、镇区、农村不同学校所在地，兼

顾好、中、差三种不同办学水平，选择小学、初中、高
中三类学校，调研得到有效学生问卷 7417 份。其

中，小学生占 44.4%，初中生占 41.7%，高中生占

13.9%；男生占 50.7%、女生占 49.3%、独生子女占

70.1%、非独生子女占 29.9%。

本研究认为学生的课业负担在主观上体现为学

生对课业负担的感受，客观上主要体现在学生的睡

眠作息时间、学生的课外时间安排、学生完成作业的

时间、考试和作业的形式等等。因此本研究采用以下

四个维度设计调查问卷：第一是学生对课业负担的

总体感受；第二是学生的作息时间；第三是课外时间

安排的情况；第四是学生作业与考试情况。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1.近一半左右的中小学生认为课业负担较重
为了解北京市中小学生对课业负担的总体感

受，本研究用数字 1～4 代表课业负担的轻重程度，

分别代表非常重、比较重、有一点和没有负担，数字

越大，负担越轻。数据表明，学生对自身课业负担的平

均得分为 2.54。10.7%的学生认为现在的负担非常

重，34.8%的学生认为比较重，44.6%的学生认为负

担有一点重，约 10%的学生认为没有负担（见表 1）。
同时研究还发现，男生对课业负担的感受比女

生更重。男生选择的平均分（2.50）低于女生（2.58），

同时男生认为现在课业负担非常重的比例达到

12.3%（女生 9.1%），认为课业负担比较重的男生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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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女生 33.9%），同时进行了独立样本 t 检验，

发现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见表 1）。男生的课业

负担感受高于女生可能是因为在中小学阶段女生的

学习积极性和努力程度更高，抗压力也较强。
是否是独生子女对学生课业负担感受造成影

响，调查分析独生子女对课业负担的感受比非独生子

女更重，独生子女认为现在课业负担非常重的比例达

到 11.4%（非独生子女 9.3%），认为课业负担比较重

的独生子女占 36.5%（非独生子女 31.1%），通过独立

样本 t 检验发现，差异显著。（见表 1）独生子女课业

负担较重的原因可能在于家庭的期望与压力更大。

表 1 课业负担的总体感受及对比（%）

不同学校类型的学生对课业负担的感受也有差

异，小学生认为课业负担非常重和比较重的比例分

别是 9.2%和 28.4%，初中生认为课业负担比较重和

非常重的比例分别为 9.9%和 38.4%，高中生认为课

业负担比较 重 和 非 常 重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3.3%和

38.8%。（见表 2）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不同类

型学校学生对课业负担的感受差异显著。说明随着

学生学习年级的逐渐增加，学生对课业负担的感受

逐渐加重。
表 2 课业负担的学校类型对比（%）

2.大部分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不足
研究调查发现，在周一到周五，中小学生平均的

起床时间在 5:00～6:00 之间，4.7%的中小学生起

床时间在 5:00 之前，43.1%的中小学生起床时间在

5:00～6:00 之间。几乎所有的学生在早晨 7:00 之前起

床，只有 2.2%的学生在 7:00 之后起床（见表 3）。且

数据显示男生起床时间较女生稍晚，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中小学生周末的起床时间会稍微晚一些，但是

还是有 23.3%的学生在 7:00 之前起床，这部分学生没

有充足的时间补充睡眠。38.4%的学生在 7:00～8:00

之间起床，35.2%的学生在 8:00 之后起床。
表 3 中小学生起床时间的学校类型对比（%）

根据数据分析，周一至周五，中小学生晚上上床

睡觉的平均时间是晚上 9:00～10:00。只有 4.4%的学

生在晚上 8:00 之前上床睡觉，23.5%的学生在 8:00～
9:00 之间上床，30%的学生在 9:00～10:00 之间睡觉，

29%的学生在 10:00～11:00 之间睡觉，同时还有

12.5%的学生在晚上 11:00 之后才能上床睡觉。
表 4 中小学生上床睡觉时间的学校类型对比（%）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

体质的意见》规定：“确保青少年休息睡眠时间，保证

小学生每天睡眠 10 小时，初中学生 9 小时，高中学

生 8 小时”[1]。在调查中，分别对于小学、初中和高中

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周一至周五，几乎所有的

中小学生都在 7:00 之前起床，因此要保证小学生 10
小时的睡眠时间，就要求小学生最晚要在晚上 9:00
之前上床睡觉，调查发现只有 44.6%的学生能够达

到这一要求。即使不考虑有的小学生早于 7:00 起床

的情况，至少有一半的小学生没有充足的睡眠。为

保证初中学生 9 小时的睡眠，要求中学生最晚要在

10:00 之前上床睡觉，结果只有 55.9%的中学生能够

符合这一要求，至少有将近一半的初中生睡眠时间

不够充足。
3.中小学生课外时间大多在从事学习活动
研究发现，北京市中小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过

多，较少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从校内空余时间来看，

中小学早自习和午休时间多用于做作业或练习、听
老师讲课、阅读课本等。早上第一节课前的时间

26.9%的学生在阅读课本，18.6%的学生在做作业或

练习，16.3%的学生在听老师讲课。26.1%的学生在

预习或者复习，只有 5.5%的学生在看课外书。而在

午休时间，中小学生中有 29.2%的学生在做作业或

练习，9.7%的学生在听老师讲课或者阅读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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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的学生在和同学一起玩，17.8%的学生在看课

外书。只有 22%的学生可以真正午休，在睡觉。由此

可见，学生在校内的时间主要用于学习知识。可以看

出学生在学校的主要时间都在学习，活动和锻炼的

时间不足。除了早自习、午休时间和课间时间（在教

室不压堂的情况下）学生可以自由支配以外，其余时

间都是上课时间，而课间时间又比较短暂，用于活动

的时间十分有限。
对于校外的利用情况，研究发现，周一到周五放

学后的时间，近七成（68.6%）的学生在做作业或者

练习，5%的学生在上课外辅导班，26.4%的学生可以

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做一些学习以外的事

情，如和同伴玩、看电视、看课外书等。对于周末时

间，调查发现，36.1%的学生在做作业或练习，26.9%
的学生在上课外辅导班，2.4%的学生在学校上课，

只有三成左右的（34.6%）的学生可以从事学习之外

的活动。
4.中小学生完成作业时间较长，对考试不满意
调查发现，北京市中小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较

长，可以在半个小时完成作业的学生占到 14.3%，

30.9%的学生在半个小时到 1 个小时完成作业，

32.8%的学生在 1～2 小时完成作业，21.9%的学生完

成作业需要 2 个小时以上。同时女生完成作业所需

的时间比男生更长，差异显著。高级中学、综合中学

和初中学生完成作业所需时间更长，小学学生所需

时间较短。
在调查老师布置的作业形式时，学生们选择最

多的三种类型是做练习题、卷子、预习复习和阅读课

本，这三种类型的作业占所有作业的 78.3%。动手操

作、调查研究、读课外书等多样化的作业形式很少。
说明教师对作业的布置还是以做题、练习为主，实际

应用性的作业形式较少。
调查发现，近一半的学生对现在的考试不满意，

女生的满意度高于男生，差异显著。小学学生的满意

度高于初中，初中高于高中。对于目前考试存在的问

题，一半（53.2%）学生认为是考试以试卷为主，形式

单一。27.2%的学生认为考试次数太多，10.6%的学

生认为考试缺乏针对性，4.3%的学生认为考试评分

不准确。
综上所述，研究发现：第一，北京市中小学的学

生和教师都对学生课业负担的总体感受较重；第二，

中小学生起床时间较早，睡觉时间较晚，充足的睡眠

时间难以保证；第三，校内学习和辅导班挤占了学生

的课外时间，自由活动时间较少；第四，大部分学生

完成作业的时间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作业与

考试较多且形式单一，学生对目前考试情况不满意。

三、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分析
“减负”是一个系统过程，课业负担过重不是某

一所学校、某一个教师或者家长单独作用的结果。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北京市目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的情况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依据调研的相关结果，这

里着重分析学校、家长和学生自身对学生课业负担

的影响。
1.学校过度重视考试

调查发现，32.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课业负担

主要来源于学校。学校过度重视考试成绩，一方面会

对教师的切身利益产生影响，很多学校将对教师的

评价与学生的考试成绩直接挂钩；另一方面对课程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产生影响，教师在教学中会更多

地偏向选择“考的知识”、提升学生考试成绩的方法。
有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

业成绩关系不大, 甚至有轻微的负相关”[2]。
2.家长过度关注分数

调研中有 22.3%的学生认为课业负担主要来源

于家长，近三成的学生在周末要参加培训班。家长的

过度关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加孩子的作

业，在学校作业之外布置额外的家庭作业，购买辅导

资料，让孩子上培训班等，占用学生休息时间；另一

方面是增加孩子的精神压力，很多家长有攀比的心

态，将自己的孩子与考试成绩更好的孩子相比，给学

生造成心理负担。
3.学生心理调适不足

有 38.5%的学生认为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是自

己。调研发现，男生的课业负担高于女生，独生子女

高于非独生子女。在“苦学”精神的影响下，很多学生

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而学校和家长往往忽视了

这一点。
（二）减轻课业负担的对策建议
调研表明，北京市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现状仍

不容乐观。但长期以来， （下转第 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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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减负工作成效一直差强

人意，本研究认为：1.学生减负是一场“攻坚战”，需

要决心与信心；2.学生减负是一场“综合战”，需要各

方全力配合；3.学生减负是一场“持久战”，需要耐心

与毅力。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努力中，要避免“运

动式”“排浪式”改革，避免冒进思想。教育改革正确道

路的探索、思想意识的转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和能

力的提升等都需要时间，让教育慢下来，给予教育足

够的耐心，坚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坚持下

去，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

注释：

①本研究依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褚宏启教授 2010～2013

年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北京市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有

效途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参考文献：

[1]国家体育总局 http://www.sport.gov.cn/n16/n1092/n16849/312984.

html

[2]汤林春，傅禄建.课业负担与学业成绩关系的实证研究[J].上海

教育科研.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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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和讨论

北京市流动儿童幼儿园教育环境质量整体水平

偏低，与全国 108 所幼儿园班级教育环境质量进行

比较，流动儿童幼儿园在环境质量的四个维度上得

分普遍较低，同时，对北京市不同区域幼儿园进行比

较，不同区域流动儿童幼儿园班级教育环境质量差

距不大。流动儿童幼儿园环境质量呈现出的特点与

多方面的因素有关，既与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数

量剧增，城市托幼机构难以满足流动儿童入园需求

有关，又受托幼机构教师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同时班

级规模、师幼比例、教师工作制度安排、经费投入等

因素也制约着环境教育质量水平。超大的班级规模、
较高的师幼比都严重影响了流动儿童幼儿园的教育

环境质量。对此，应采取一定措施加以改善。
1.通过环境创设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

流动儿童幼儿园大多租借平房或带小院的楼

房，物质环境创设受到所租住房屋硬件条件的制约。
在硬件条件难以改变的状况下，可以通过师幼共同

参与环境创设以及对材料的挖掘和探索，来弥补幼

儿园硬件条件不足带来的硬伤。从环境结构、墙面设

计、材料内容的选择上给与儿童一定的“话语权”，物

质环境创设过程也是儿童获取知识发展能力的过

程，在老师和儿童共同协商和设计中，发挥幼儿各方

面能力，将物质环境创设作为一项定期活动，发挥幼

儿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2.给予政策支持和加强分类管理

对流动儿童幼儿园不仅仅采用简单取缔的方

式，而是应更多地扶持和引导流动儿童幼儿园有质

量的发展。教育行政部门在对流动儿童幼儿园办园

准入制度的管理上，可分层次采取不同措施进行阶

段性管理，对部分办学水平和办学条件接近注册幼

儿园标准，但在场地、资金等方面没有达到注册标准

的流动儿童幼儿园，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优先扶持，注

入专项资金或者帮助他们通过社会多方筹资等方式

使其达到注册标准。对于部分正常运转但办园条件在

短时间内难以达到注册标准的流动儿童教育机构，

应当给予这类机构一定的时间，利用政府、社会和公

办幼儿园等力量帮助其达到标准，对部分流动儿童

托幼机构在安全、师资、场地、管理上都不达标者，行

政部门应当加强监督和管理，必要时予以取缔。
“积极发展学前教育，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入

园难’问题，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不能仅仅局限

于户籍儿童，必须包括非户籍的流动学前儿童。过

去，我们曾用“同在一片蓝天下”的期盼来呼吁解决

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就学的问题；今天，在欢呼学

前教育的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为墙角里的

每一朵小花都送去阳光雨露。不要漏掉任何一棵小

草，不要拉下任何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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