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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群、微信群、钉钉、做实验的 App、英语配音的 App……

家校联系，为什么变成了负担？
杭州一位小学班主任，近日在自己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信息——
——
—教育者应该多站在“家
长本位”思考教育问题，谨慎选择教育媒介。 一种新手段采用之前，需要先考虑好减法。 QQ 群、
微信群、杭州教育、钉钉，再加做实验的 App，英语配音的 App……家长们确实手忙脚乱！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发生了什么事？
近日，记者联系上这位班主任，他说，这学期根据要
求，家长们的手机又新装了一个 App，这次长假有任课
老师在这个 App 发了一项作业， 有一位家长没有留意，
国庆长假回校，孩子没完成这项作业。 家长一着急，来跟
老师沟通——
——
—“现在我们有杭州教育 App、 微信群、
QQ 群、钉钉……老师们在不同的渠道布置作业，渠道太
多了就会有问题，有没有可能老师们统一布置作业。 ”
“我也是做家长的，深切理解家长的诸多不便。 ”和
家长沟通后，这位班主任连夜与各科老师联系，一起商
量对策， 决定把原先五个信息发布渠道减少到两个，并
立下严格规定，一个群只发布学校通知、作业要求，另一
个群仅供家长和老师日常交流。“今后，老师们在其他群
布置作业，家长们可以‘视而不见’，这几天，我也会陆续
退出其他无关群，不给家长任何困扰。 ”
第二天一早， 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宣布了这个消息，
家长们最直接的反应是“谢谢老师给家长减负！ ”
◆杭州一位二孩妈妈每天盯着 8 个群
张女士有一儿一女， 女儿和儿子在同一所小学，女
儿一年级还没开学，新的家长群很快建起来了：微信群、
QQ 群、“杭州教育”App 群，别人是三个群，张女士乘以
二：6 个！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老师突然说要大家新
下载一个 App，用来发期末考试成绩，再加上这两个，张
女士各个手机软件一共有 8 个群，每个群不定时会有消
息，每天都需要看好几遍。
为了不遗漏群里的信息，张女士很认真，每天傍晚
单位开完会趁着休息的时间，她就把群里老师布置的事
情一项项整理出来，然后打印好带回家，做完一项划掉
一项。
“不这样肯定会漏掉，儿子女儿年级不同，每天的作
业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事情最多的一次，打印了满满
一页 A4 纸，用的还是宋体小四号字体。 ”说起这件事，张
女士还有点无奈。
“说真的，每天关注各个信息群，跟搞情报工作一
样，精神很紧张，老公看股票 K 线图，注意力都没这么集
中。 ”张女士说起这些事，哭笑不得，“我和老公还在磨
合，这些群必须要看住！ ”
◆不光家长累，一线老师也累啊
杭州一位小学班主任，教龄18 年，说起这个话题，也
很无奈：“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被动的，家长所说的这些负
担并不是老师造成的，一线老师的压力也很大！ ”
“我们刚工作那会儿，没这么多先进的软件，只有校
讯通，有事情的话给家长群发一条短信，担心有家长没
看到，还会在短信最后加一句：请大家互相转告。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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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可以进校园接孩子，需要跟家长沟通的，当面就可
以交流。 ”
“到了 2008 年左右，QQ 软件比较普及，有些老师开
始尝试建 QQ 群， 老师和家长的互动也慢慢多了起来。
再到 2013 年左右，用微信的人越来越多，有些班里除了
QQ 群，还会再建一个微信群。 再看看近几年，各种各样
的软件五花八门，功能也越来越复杂，有些一个通知下
来，要班主任通知家长装，不光是家长觉得累，老师们也
累啊！ ”
◆为什么家校之间的联系会成为负担？
通信技术越来越发达，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联系也越
来越紧密。 老师们通过各种信息平台了解学生在家的学
习情况，家长们通过各种家长群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情
况，这种无缝连接的家校联系模式，看起来是件好事，为
什么会突然变味，成为家长、老师难以言说的负担？
有老师直言：“现在各种 App 等应用软件进校太乱
太杂，有的一哄而上，强制要求家长下载、关注，使用过
程中缺乏有效管理， 压力就转移到家长和一线老师身
上，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种乱象真的要好好清理了！ ”
还有老师说：“细看一下， 很多应用软件功能重复，
确实没有必要让家长重复下载， 有的事情明明很简单，
比如发一个通知，完全可以在一个群里说清楚，为什么
要转移到其他群，新技术的应用，反而让沟通成本增加，
这是教育管理者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
“读书终归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家长不能全部包揽，
老师也需要自己的生活。 我们是要充分享受现代技术提
供的各种便利，但是不要被束缚住。 家校交流，互相留一
点空间，大家也许会更加从容一些。 ”一位校长评说。
(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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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江八一希望学校“校长杯”
足球赛圆满落幕
本报讯 11 月 11 日， 通川区罗江八一希望学校
举行第三届“校长杯”足球赛颁奖仪式，全校师生齐集
操场共同见证冠、亚、季军奖杯的归属，这也标志着该
校 2019 年度
“
校长杯”足球班级联赛圆满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历时近一个月， 通过分组淘汰赛形式进
行竞争。 为了将比赛组织好，学校体卫艺处凝心聚力、
精心筹划、细心部署，体育教师积极响应，辛勤训练，保
证了比赛有序进行；各班级师生积极参与，在参赛中奋
勇拼搏，分享快乐，获得友谊。 通过角逐，4.3（雷霆队）、
5.4 班（鹰隼队）、6.1 班（龙虎队）分别获得各年级小组
季军； 4.1 班（先锋队）、5.2（红星队）、6.2 班（飞虎队）分
别获得各年级小组亚军；4.4 班（猛虎队）、5.1 班（精英
队）、6.3 班（远航队）将本赛季年级小组冠军奖杯揽入
怀中。
颁奖仪式上，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吴晓平为冠军
队伍颁发了象征最高荣誉的“王者”奖杯，并送上他亲
笔签名的足球。 他希望
“
校长杯”足球班级联赛能够点
燃同学们参与各种活动的热情， 让更多同学走到阳光
下，活跃在操场上，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使学校的校园
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齐诗田）

通川区三小加强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第三小学校开展“红领巾心
向党 新时代蜀少年”参观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张爱
萍将军故居活动。
当天，孩子们穿着干净、整洁的校服，佩戴好鲜艳
的红领巾， 在大队辅导员王双老师带领下向张爱萍将
军故居出发。
孩子们参观学习了达州红军文化陈列馆， 近距离
的了解了中国革命史，感受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懂得
祖国母亲崛起的不易。 随后来到张爱萍故居，详细了解
了张爱萍将军从少年求学到成为红军将领，组织
“两弹
一星”实验和发射，推进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光辉业
绩。 最后，在大队委员龙雪梦带领下重温入队誓词。
通过本次活动，增强了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弘扬了
民族精神，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了学生
们好好学习，建设美好希望的信心和决心。 （区三小）

二小北岩寺分校开展
“七清五有一红旗”主题实践活动
本报讯 为全面落实四城同创“
七清五有一红旗”
主题实践活动工作， 通川区二小北岩寺分校潘锋校长
在教职工大会上动员部署此项工作， 号召大家积极参
与到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中去。
结合学校教育教学实际， 该校积极动员教职工参
与到社区服务中去，通过制作手抄报、班队课，志愿服
务宣传进社区、入居民户等方式，加强对社区居民的宣
传教育，引导居民自觉做到“讲文明、爱卫生”，提升居
民对“七清五有一红旗”主题实践活动的知晓率、接受
率，争取社区居民全员参与，共同为打造宜居生活环境
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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