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级家长群的确是加强家校沟通的重要渠道，但
是“变了味”的沟通平台怎样才能回到正轨，发挥它
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教师加强自身的新媒体素养，
家长们也应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把握分寸。

家长群守则
你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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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

一场承载希望和期待的庆典
□ 姜锋

10 月 30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三亚附属中学举
行开校仪式，校园崭新美丽，庆典活动新颖别致：
校长朱玮雪老师和新入校的学生们在致辞中多语
呈现，朝气蓬勃。之后，新生发言环节中，汉语英
语交互表达出了对刚起步的中学生涯满怀热爱，
对未来满怀憧憬和自信。

一场学生为中心，围绕学生展开的庆祝活动，
伴着孩子们童真欢快的笑容开启，随着孩子们响
亮自信的歌声结束，少年之气感动了整个现场。
学生是全部活动的主角。身临其中，感慨良多。

其一，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让人放心，让人有
信心。开校庆典对上外三亚附中意味着历史的起
点，对学校发展是标志性事件。一般而言，开校庆
典上，各级领导和各方人士是主角，同学们的参与
多是配合地做些文艺表演，衬托整体。但上外三
亚附中却把突出的角色给了同学们，又让同学们
在展现学业和才华中完美地对各级各方的关心支
持表达了敬意。学生是主角，这是一所学校坚实
的基础！

其 二 ，新 的 学 校 承 载 着 由 来 已 久 的 深 切 期
待。故事回溯到 2007 年，那年 12 月 4 日的《海南日
报》报道，教育部和海南省、市领导确定在三亚建
国家教育培训基地，以促进中外教育交流，推动三
亚教育国际发展，为此已启动选址工作。我作为
教育部工作人员筹备此事，印象深刻。当时拟订
的地址位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附近的凤凰村。10
年后的 2017 年，我已奉教育部调遣到上海外国语
大学工作。此时，海南正在大力推动国际开放战
略，教育被赋予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基础，省政府广
邀各方前来参与海南建设，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其
中，省领导给出的“受邀任务”是在三亚建设一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服务国家战略，拓宽自身
办学天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上外和上外附中义
不容辞。

其三，学校建设展现了海南开放的魄力和速
度。选定地址后，建设新校的工程在 2018 年底启
动，预计一年后竣工开学。在一年多的时限内要
完成校舍、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管理制度等各项
系统建设，要克服多少障碍，包括各方面、各部门、
各环节之间沟通中的纠结，困难可想而知。结果
是，一切竟然如计划完成，学校在 2020 年疫情期间
顺利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于今年 9 月开学。开校庆
典上精彩的多语表现，就是这批同学在刚刚过去
的两个月里学习的成绩。这样的速度和成绩诠释
着海南务实开放的魄力，也透着中国新一波改革
开放的精神和力量。

上外三亚附中的历史开始了，它充满勃勃生
机，它承载着希望和期待；它围绕学生，为了学生，
让学生做主角，学校一开始就展现出了不同凡响
的风貌。很多人为这一切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历
史会默默地表达敬意。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观察 ·师说·

1、做好自我调节，相
信孩子的适应能力并对
班主任充满信心。

2、良性沟通，形成良
好的群聊氛围。

3、晒娃要适度，毕竟
班级群是一个公共交流
平台。

4、理性对待班级群，
只关注与自己相关的信
息，避免盲目点赞。

5、晚上尽量不要在
群 里 聊 得 太 晚 ，以 免 影
响 他 人 休 息 ，有 重 要 事
情 可 以 跟 老 师 直 接 联
系。

1、每日 N 次在班级群中询问老师孩子
的情况，生怕孩子在学校出现新“状况”。

2、一个孩子，三代人都要加入班级群，
只因都想看到孩子的点滴变化。

3、时不时把小孩得到的小贴画、完成的
作业、写得工工整整的字贴上来，骄傲地请
大家点赞，最重要的是希望老师给予关注。

4、老师一发话，马上回应：“您辛苦了，
保重身体”；老师一公布“有事需要帮忙”，
立刻被抢，没抢到就急得不得了。

5、集赞、代购、投票……班群成了“市
场”，鱼龙混杂。

6、你说好我跟一句，你说不好我
也踩一下，一条信息几十人回复

同样内容，很快一条重要的
信息就这样被“淹没”了。

1、在班级群中点名批评孩子、公布
成绩、排名等信息，伤害孩子自尊心的
同时也会让家长感到不舒服。

2、每次只发布优等生或表现优异
的学生的照片，有些家长永远也看不到
自己孩子的照片出现在班级群中。

3、过度依赖班级群，学生日常的一
举一动都要发布到班级群中给家长过
目，却忘记了其实面对面交流才是最好
的沟通。

4、在班群中“募捐”，小到学生的学
习用品，大到奖品、演出的服装道具……

5、不经考证随意转发网上信息，造
成家长不必要的担心。

6、“发号施令”式的说话方式，交代
完家长就撒手不管了。

·图说·

别让微信家长群“变了味”
本报记者 胡拥军

●班级家长群
架起家校沟通桥梁

“孩子在幼儿园上课、做游

戏时，老师们每天都会在微信家
长群发视频和照片进行‘直播’。”
三亚市第一幼儿园园长蒲日芳告
诉记者，由于孩子年龄小，家长们
都想了解他们在幼儿园的情况。
老师通过家长群“直播”孩子们的
在校情况，能让家长更放心。

“前段时间，我的孩子感冒
了，我会在家长群里提醒老师按
时给孩子服药。”市民肖晓玲认
为，微信家长群有助于家长和老
师沟通，能让家长们更好地了解
孩子在校的情况，“孩子第一次
上台演讲、唱歌时，老师们拍照
后传到家长群里，很有纪念意
义。”

“以前老师和家长联系，大多
通过电话或是请家长到学校，沟
通不是很方便。”海南中学三亚学
校语文老师高海慧说，微信家长
群创建后，方便了老师和家长的
日常交流。

不少家长表示，班级作业、重
要通知等内容，由老师在家长群

里统一发布，可以避免孩子误
传。“对学校的通知或老师安排的
作业有疑问时，家长也可以直接
在群里提出。”高海慧说，部分家
长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很多家长
的疑问，老师在群里统一回复，可
以提高沟通效率。

“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心理会
发生很大的变化。”三亚华侨学校
老师孙劭春说，家长和老师通过
微信家长群共同关注孩子的变
化，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

●花样“刷屏”
让家长群“变了味”

在微信等社交平台上建立的
家长群，原本是为了方便老师通
报学生在校情况、发布作业通知
等等。但是，这种信息化交流平
台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却“走了
样”。有的家长在群内“晒娃”求
关注；有的家长过度示好老师点
赞“刷屏”；有的老师在群内点评
作业公布成绩，让家长“压力山
大”。而一些老师对家长群也颇
有怨言：“有的家长不分时间、事
无巨细地要求自己回复，感觉随

时都在上班”“有的家长在老师
拍摄的视频中没有看到自家孩
子，就会发私信要求老师再拍一
段视频”……有的老师说，个别家
长甚至因为老师回复信息不及时
等原因，就认为自家的孩子不受
重视。

和幼儿园相比，小学和初中
的微信家长群内，老师无需事无
巨细地“直播”学生的学习和生
活。“我们通常只发布学校的重要
通知，不会在群里过多发言。”高
海慧说。

而有些家长在微信家长群的
频频“刷屏”，不仅让老师深感无
奈，部分家长对此也很反感。

“有一天，老师在群里发布停
课通知后，家长们回复的‘收到，
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等应答
消息近上百条。”市民陈女士说，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她总是要
在群里翻很久才能看到老师发的
有效信息。

“老师偶尔在群里会公布学
生作业完成的情况。如果孩子
被点名批评，作为家长也感觉
很难堪。”三亚市民郭勤说，有
些老师在家长群里贴出孩子的
考试成绩时，她的心情很复杂，

“孩子偶尔考试失利时，我比他
还难过。”

记者走访了解发现，不少家
长和老师认为学生的成绩单、考
试年级排名、家长的工作单位及
联系方式等内容涉及隐私，最好
私下交流，不宜在家长群里公开
讨论。三亚学院社会学教授曲文
勇也表示，在微信家长群中发布
此类信息，容易让攀比、嫉妒、自
责等负面情绪在家长心中蔓延，
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共同期望
让家长群充满正能量

“微信家长群降低了家长和
老师沟通的成本，是家校沟通的
重要方式之一。但是，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让微信家长群充满正
能量，还需要老师和家长的共同
努力。”曲文勇表示。

“在建群之初，我们就立下
‘群规’——传播正能量、团结互
助、共同进步，这样才有利于后续
工作顺利开展。”三亚市凤凰中学
校长胡治国告诉记者。

“我们和家长约定，不能在群

里发广告、投票等与孩子学习无
关的内容；其次，家长不要在群中
了解孩子的近期表现，可以私信
与老师进行沟通。”胡治国说，如
果学生间发生矛盾，家长要和老
师及时沟通，不要在家长群讨论
交流，避免进一步扩大矛盾；对于
违反“群规”的家长，老师要及时
提醒。

同时，大多数家长群“群规”
也对老师提出了要求。“老师不
能在群里发布学生的成绩单；
个别孩子的问题要与家长‘私
聊’，尽量避免让孩子和家长难
堪。”高海慧说，“此外，老师在
发布通知时，还要附上是否需
要家长回复的提示，避免家长

‘跟风刷屏’。”
业内人士表示，归根结底，家

长群只是学校、老师与家长沟通
的桥梁之一，并不是唯一有效的
方式。

但不管怎样，家长和老师、学
校三方还是应该相互理解，一个
好的教育环境永远离不开三者的
紧密配合。只有我们深入去思考
这些问题，才能在未来家校合作
中发挥出它该有的作用，更好地
教育和服务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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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发改委联合市教育局、市南繁科学技
术研究院走进市第六小学、人大附中三亚学校开展
粮食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活动通过组织观看宣
传视频、专家科普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唤起
同学们对粮食安全的重视，营造爱粮节粮的宣传氛
围，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社会风尚。

本报记者 袁永东 通讯员 陈吉楚 摄

家长在群内“晒娃”求关注、老师在群内点评
作业公布成绩……更多家长老师们呼吁——

粮食安全宣传进校园

近日，有一名家长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位家长很苦恼地说我

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每天回家又要改作业还要辅导功课，现在教是我教，改

是我改，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事情已是一个很常见的现

象了，在家长群里，家长不批改作业，老师会点名批评，批改错了，也会在群里

点名批评……那么，对于原本为了便于家长和老师沟通而建立的家长群，三亚

的家长、学校老师对此怎么看？11月 8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1、如果个别学生有问题可单
独与家长沟通，普遍问题可以在
班级群中与家长交流。

2、在班级群中晒照片要注意
公平看待每一名学生，多表扬，少
批评。

3、试着在每一条通知后加上
“不用回复”几个字或类似的话
语，可以避免大量不必要信息的
骚扰。

4、注意说话方式，传播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

5、做班级群中的引导者，对
于一些不适合发在班级群里的内
容，要学会婉言提醒。

（网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