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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可以有所作为
赵婀娜

!"

日，中小学新学期开学的日子，

“减负”成为关键词。

先是浙江省宣布建立并实施小学、

初中“减负”情况通报制度，接受社会监

督。紧接着，同一天，吉林省长春市出台

“学生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
#

小时”

等
#$

项“减负”新规。北京市则以“八个

严格”向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老大难”

问题“宣战”。

几番重拳打出去，有人叫好，有人担

忧。叫好者认为，举措直指学生负担过重

的要害之处，刀刀见血，比以往的规定更

细致，更有针对性，操作性也更强。但悲

观者则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减负，减

负，负担越减越重”，就拿北京市的要求

为例，就有不少人在听闻“小学生在校学

习时间不超过
%

小时”的规定后，第一反

应不是拍手叫好，而是悲叹，“
%

小时之

外，我得给孩子报多少个辅导班啊？”

的确，回顾以往的减负历程，这条路

走得颇为艰辛。

减负减负，孩子们的书包从双肩背

包升级为拉杆箱；减负减负，无论媒体怎

样呼吁“人生是一场长跑”，但“起跑线”

上的竞争却日益残酷；减负减负，无论孩

子有多累，家长有多心疼，老师一句“你

还考不考大学了？”就将所有的苦解释为

当然。更让人感慨的是，“政府一减负，各

种培训机构就高兴”竟成为了逻辑上最

不通，却也最残酷的现实。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学生负担过重

是由多种复杂的原因共同构成，涉及用

人制度、社会价值观、独生子女政策等多

个方面，多种原因重叠，层层传递到教育

内部，才构成了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在中

小学阶段的集中爆发。

成因复杂，但却并非无解。仔细观

察，这两天各省集中公布的“减负”之举，

多是从教育内部入手，向课堂要效率、让

老师提水平、让学校强管理。从作业量、

上课小时数、考试的次数这些教育教学

最基本的内容管起，看起来内容细小，但

背后反映出的却是教育主管部门督促学

校提升管理水平、要求老师提升教学水

平和综合素质的大问题。

当然，先从教育内部做起，教育主管

部门下决心“革”教育内部的“命”，这还

远远不够，毕竟减负的相关方绝不仅只

是学校，还有学生和家长。让家长们解放

思想，解放孩子，还需要理性的社会价值

观和用人观的提倡。

更重要的是，完善考试制度，让中高

考制度都能打破一考定终身，打破唯分

数论，走出一条稳健的综合评价、多元录

取的路，让学校和家长的关注点不再是

分数，而是综合素质和能力，更是努力的

重要方向。

将孩子从作业和考试的桎梏中解放

出来，让减负不再“隔靴搔痒”，应该可以

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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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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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在校学习时
间不超过 6小时

不得布置简单重复
性和惩罚性作业

小学只进行语文数
学英语期末考试

严禁公办中小学教
师参与有偿补课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赵
婀娜、刘岱）

!

月
!"

日，是北京
市中小学的开学第一天，为学生
减轻课业负担成为开学主题。北
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
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
《通知》规定，严格执行国家

和北京市课程计划，严格控制学
生在校学习时间，严格控制作业
量，严格规范考试和评价工作，严
格禁止违规补课，严格教辅用书
管理，严格各类竞赛管理，严格落
实工作要求。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罗洁介
绍，尽管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但是
广大中小学生依然存在“四多三
少”现象———“学习时间多、家庭
作业多、考试排名多、课外补习
多；睡眠时间少、体育课和体育锻
炼少、自主支配时间少”。“八个严
格”是从规范教育系统内部的办学行为出发，对教育教
学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和指标进行量化和细化，旨在出
实招、见实效，从根本上为学生“减负”。

———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课程计划。严格控制周
课时总量。小学一、二年级周课时不得超过

!%

节，语文、
数学、英语学科课程不得超过

#"

课时；三至六年级周课
时不得超过

&$

节；初级中学周课时不得超过
&'

节。
———严格控制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小学生在校学

习时间不超过
%

小时，中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超过
(

小时。各中小学校不得早于
(

点安排教育教学活动
)

保
证学生充分的休息和睡眠时间。

———严格控制作业量。区县和学校要加强对作业
的指导和管理，严格控制课外作业总量。小学一至二年
级不布置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语文、数学和英语可适
量布置家庭作业，三至四年级每天作业总量不得超过
&$

分钟，五至六年级每天作业总量不得超过
#

小时；
初中每天家庭作业总量不得超过

#*"

小时。不得布置
简单重复性和惩罚性的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
让学生家长代为评改作业。

———严格规范考试和评价工作。小学除语文、数
学、英语每学期期末可以举行一次全校或全年级学科
考试外，其他课程不得组织考试。除组织初中毕业升学
考试外，区县不得在初中其他年级组织统一考试。初中
各年级每学期只能组织期中、期末

!

次全校或全年级
的学科考试。

———严格禁止违规补课。严禁学校、教研机构、校
外教育机构等以任何名目在课余时间、寒暑假、双休日
和其他法定节假日组织在校中小学生集体补习文化课
程或上新课，不得通过组织补习、辅导向学生收取费
用。严禁公办中小学教职工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引导
本校学生参加校外文化课补习班。

此外，通知还包括严格教辅用书管理、严格各类竞
赛管理、严格落实工作要求等内容。

丁肇中团队宣布发现暗物质候选体存在的证据，探索未知世界迈出重要一步

暗物质 我们身边的隐形“居民”
本报记者 吴月辉

在
#(

日举行的美国科学促进
会年会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
学家丁肇中领导的研究团队对外宣
布，阿尔法磁谱仪发现了弱作用重
粒子（

+,-.

）存在的证据，而
+,-.

就是一种暗物质的候选体。丁肇中
称，将于未来两到三周发表涉及暗
物质的研究论文，对这项研究的进
展作详细阐述。据报道，这次研究成
果在丁肇中看来是朝着人类认识暗
物质方向前进的重要一步，但不是
最终答案。

不管此次阿尔法磁谱仪是否发
现了暗物质，各国科学家们都希望
有关暗物质起源的问题能够变得更
加明朗。

!&/

的“未知”
人类所知的常规

物质只占宇宙的 4%，
未知领域的暗物质占
据了 23%

什么是暗物质？在回答这个
问题以前，我们先回顾一段有趣
的历史。

自从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以来，人们尝试用万有引力理论来
解释太阳系的行星运动规律。尽管
万有引力的解释在开始时是非常成
功的，但在解释天王星运动时却无
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天王星的
运动规律和万有引力的预言有明显
的差异。法国天文学家

0*12 3244524

和英国天文学家
67879:;<=

猜测天
王星的异常也许不是万有引力规律
出了问题，而是在太阳系中还存在
一颗当时还没有发现的行星，这颗
行星的引力使得天王星的运动偏离
了原来预期的轨道。根据他们的预
言，于

#('%

年由
67>7>;??2

发现了这
颗行星，即海王星。
“由行星运动异常从而猜测到另

外一颗未发现的行星的存在，非常类
似今天我们关于暗物质的认识。”中
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毕效军说。

大约
($

年前，天文学家意外发
现，一些星系团中的星系运动速度
比预想中更快，光靠所看到的这些
发光物质（当时人们还没发现星系
团中大量存在

@

射线气体，它们才
是星系团中普通物质的主体）所产
生的引力场根本无法束缚住它们。
因此，大家便猜测这些星系团中应

该有种看不见的神秘物质，也一起
贡献着引力，拉住了星系。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直接‘看

到’宇宙中存在这种物质，但我们却
发现了由于这种物质的引力作用对
于其他可见的物质运动的影响，这
就是我们断定宇宙中存在这种物质
的理由。”毕效军说。

这种物质的存在，在随后几十
年中，又相继被各种天文观测间接
证明。

目前被广为接受的说法认为，
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很可能是
一种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的、我们
已知的粒子（如质子、电子、中子等）
之外的全新粒子。
“这种物质不发光，也就是不发

出电磁波，所以看不见。于是，我们就
称它为暗物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新民说，“与通
常物质一样，暗物质有引力作用。这
个引力效应让天文学家在宇宙空间
发现暗物质占宇宙的

!&/

，另外
A&/

是暗能量。而组成我们身边这个世界
的‘常规物质’只占

'/

。”

第一难题
暗物质是现代物

理学的最大乌云，研究
它有助于了解星系的
演化和物质构成规律

虽然，人们早已经猜测到暗物
质可能存在，但一直以来从未明确
探测到暗物质粒子，因此，还不能确
定暗物质的性质。

目前，寻找暗物质粒子、研究暗
能量的物理本质、探索宇宙起源及
演化的奥秘、结合粒子物理和宇宙
学的研究已成为

!#

世纪天文学和
物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世界
各国都在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组
织攻关，开展这一重大交叉学科的
研究。

!$$'

年
(

月，美国国家科学与
技术委员会公开发布的物理与天文
学发展战略中，列出了新世纪要解
答的

##

个难题，排在第一位和第二
位的分别是“什么是暗物质”、“暗能
量的本质是什么”。

那么，探测和研究暗物质，其意
义何在？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
教授曾多次指出：“暗物质是笼罩

!$

世纪末和
!#

世纪初现代物理学的
最大乌云，它将预示着物理学的又
一次革命。”

其实，很多物理学家和天文学
家都开始有这样的预感：今天物理
学的情况与

#B

世纪末
!$

世纪初诞
生相对论和量子论时非常类似。
“历史经过百年轮回，人类对物

质世界的认识又一次处在了十字关
口，暗物质便是一个关键突破口。因
此，可以这么说，揭开暗物质之谜将
是继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万有
引力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
量子力学之后，人们认识自然规律
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秦波说。

对此，张新民又做了进一步的
解释。
“对于宇宙中

'/

的物质，即所
谓的通常物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
套非常完备的理论，即所谓标准模
型，进行描述。但是标准模型并不
能描述宇宙中暗物质的现象。这就
表明，我们对于物质的基本组元、
基本结构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而暗物质是目前最明确的突破
了标准模型的观测现象，了解暗物
质的性质就可能带我们走进基本
粒子更加深入细微的结构中，了解
更加深刻、基本的物质构成的规
律。在另一方面，了解暗物质的性
质对于我们理解宇宙中像星系、星
系团这样的大尺度的结果是如何
在宇宙演化过程中形成也同样具

有重要的意义。

捕捉“
!!$

千米
C

秒”
暗物质以 220千

米 /秒高速运动、与普
通物质相互作用弱难
以探测，捕捉它需“上
天入地”

暗物质之所以“暗”，不仅是指
它不发光，更重要的是它太难捉摸。
“每天可能有几万亿个暗物质

以高速穿过你的身体，且未留下任
何痕迹，让你完全感受不到。”张新
民做了个比较，

"%

式半自动步枪子
弹出膛的速度是每秒

A$$

米，而这
些暗物质粒子却是以每秒

!!$

千米
的高速在运动，是前者的

&$$

倍。
如何“捕捉”住暗物质？
首先，科学家们曾对这种物质可

能的形态做过很多理论上的猜测，例
如，惰性中微子（

DE245?2 F2GE45FH

）温
暗物质、引力微子（

>4;I5E5FH

）温暗物
质、轴子（

9J5HF

）冷暗物质等。
张新民说：“就目前而言，被研

究得最多也是最被粒子物理学家看
好的暗物质模型是所谓弱作用重粒
子。主要因为这种粒子与普通物质
有弱相互作用，所以具有可探测性。
相比之下，对于许多其他的暗物质
模型，由于其与普通物质的相互作
用更弱，在目前的实验水平下使得
探测它们的可能性更小。”

接着，科学家们又想了很多种
实际探测的实验办法。

最初的办法是天文观测法，但
是却无法解答“暗物质是什么”。后
来，人们又采取间接探测和直接探
测的办法。前者，是探测暗物质相互
碰撞产生的普通物质粒子信号，一
般通过地面或太空望远镜探测；后
者，则是用原子核与暗物质碰撞产
生的信号。而在地面上，因为宇宙射
线众多，这些信号会对直接探测产
生干扰，影响其鉴别能力。因此，地
下实验室可以帮助探测器“挡”去干
扰，让其“静心”工作。
“丁肇中团队所使用的阿尔法

磁谱仪
!

号（
9-D

—
$!

）当然是目前
灵敏度最高，也是最复杂、最昂贵的
一台暗物质探测设备，代表了当今
科学实验的最高技术手段。在此之
前，在不同的实验上都看到了一些
‘反常’迹象，人们怀疑这些就是暗
物质的信号，但是，由于实验的灵敏
度还不够，这些迹象都还无法确认
为暗物质的信号。”毕效军说。

除了阿尔法磁谱仪，其他实验，
例如位于瑞士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进
行的实验，以及深埋在中国四川锦
屏地下的暗物质探测器实验等也还
都在进行当中，他们都可能在不远
的未来有所新发现。
“世界范围内的暗物质探测实

验正在蓬勃发展，未来
#$

年、
!$

年
将是暗物质探测的黄金时代，肯定
也会有所突破。”秦波说。

核心阅读

□ 暗物质是一种特殊物质，很可能是一种不参与
电磁相互作用、我们已知粒子之外的全新粒子

□ 据估算，我们所知的常规物质只占宇宙构成的
4%，暗物质和暗能量分别占 23%和 73%

□ 揭开暗物质之谜将是继日心说、万有引力定律、
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之后，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又一次
重大飞跃

内地生就读港校学费涨了
本报香港

!

月
!"

日电 （记者李永宁）香港各高
等院校

!$#&

年内地招生计划陆续出炉，招生计划显
示，今年各高校招收人数与往年相当，但学费却普遍上
涨，涨幅在

#$/

至
!$/

。学费上调主要是受通胀和汇率
变动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新
学年学费将由

#$

万港元大幅增加至
#!

万港元。香港
大学相比之下增幅

#&/

虽然不大，但每年学费高达
#&*"

万港元，高居榜首。而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理工大
学，则由原来的每年

#$

万港元学费增加
#$/

，为
##

万
港元。香港教育学院也将学费上调约

#(/

，由
(*"

万港
元增加至

#$

万港元。

制图：张芳曼

银河系结构的示意图

我们看到的普通物质

镶嵌在巨大的暗物质晕当

中。暗物质分布在比普通

物质大得多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