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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近日，江苏一位家长因不满老

师要求批改作业愤而退出家长群，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这位

家长认为，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使得自己承担了

老师应负的责任和工作，之后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辛苦了，到

底谁辛苦？随即，有关小学生家长吐槽学校作业布置过多、每

日打卡任务太重、教师要求家长“志愿者”打扫学校卫生等事引

发了大讨论。家长和老师对于家长群到底是什么态度？家长

群是“压力群”，还是家校沟通的有效方式？带着这些问题，记

者进行了采访。

■ 记者 梁童童

编 后
此次退群事件中的江苏家

长并不是第一位公开炮轰家长

群的家长，可是，如果因此把矛

头统统指向老师，似乎也并不

公平，在家长群中“任性”的老

师，毕竟是少数。教育孩子、提

升成绩，也确实离不开家长的

大力配合。现实中，不愿配合

老师的工作，甚至对孩子学习

不闻不问的家长，也不在少数。

归根结底，家长群是个开

放性的沟通工具，家长和老师

之间的关系应该多一些理解，

多一分包容，多一分等待，家长

和老师通力合作，达成共赢。

对老师来说，班级里的每

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的整

个世界；对孩子来说，父母构建

了他们成长的世界，是他们的

第一模仿对象；对家长来说，我

们担负着孩子成长的责任，影

响着孩子的人生边界。

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和

家庭，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儿

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要志

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

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

育的目的上、过程上，还是手段

上，都不要产生分歧。”教育孩

子这条路注定任重而道远，一

个和谐、正能量的家长群，就像

是一把披荆斩棘的利刃，家长

们齐头并进，以身作则教会孩

子什么是守规则，什么是集体

精神，在育儿难关里，合作共

赢。

为了孩子，请让家长群简

单点，再简单点，纯粹点，再纯

粹点。

江 苏 的 那 位 退 群 家 长

“火”了之后，一时间网络上出

现了许多“苦家长群久矣”的

声音。

德阳市实验小学二年级

学生家长苏波涛，就时不时地

听见朋友圈中发出类似的抱

怨。有的老师要求家长为孩

子的作业写评语，标准是“字

字真心”、“句句恳切”，并且还

得有一定篇幅才算数。文采

不够好的家长看着老师在群

里晒出的“优秀作品”，并配

字：“这样的家长才是负责任

的、对孩子上心的家长！”让人

心中很不是滋味。

还有几位孩子体育好的

家长，在群里发自家小朋友跳

绳的视频，没有跳到 150 个的

孩子，就无法参与群里的“跳

绳接龙”。“有的老师，小朋友

没考到 98 分就会在群里@家

长，我觉得这也太严格了。”苏

波涛感慨道，“连大人都时常

会粗心，何况才一二年级的小

朋友呢？老师这样做，给家

长带来了无形的压力。”令她

庆幸的是，女儿语桐的班主

任 对 家 长 群 的 管 理 比 较 恰

当，赢得了家长的尊重和认

可，相应地，家长群的氛围

就比较和谐。

家长群本应是家校沟通

的桥梁，但是个别家长和老

师的不恰当言行，让家长群

“变了味”，在无形间成为了

“压力群”。有的低学段老

师，让家长批改作业，以提

高教学效率。自贡市沿滩二

小班主任曾素梅，同时也是

两个孩子的妈妈，对此颇有

感触：“批改作业是教师的本

职工作，老师和家长是‘同

盟军’的关系，不能把家长

当作自己的帮手、助手。”作

业方面，曾素梅班上的家长

只负责配合孩子完成朗读课

文这个层次的任务。在曾素

梅看来，放学后的时间是亲

子间充满温情的、互动的，

辅导作业对家长的文化水平

有要求，在作业有难度的情

况下，“孩子不会做，家长又

似懂非懂，那不就容易产生

摩擦了吗？”所以，听写以上

难度的练习，都由曾素梅在

课 上 完 成 。 秉 持 这 样 的 原

则，曾素梅的家长群自去年

建立后，一直没有出现过什

么“杂音”。

一个积极融洽的家长群，与

老师的意识有着很大关系。身为

家长群的主导者，成都市新都区

香城小学三年级班主任古小娅对

家长微信群的定位是“了解信息

的平台”。“微信，作为大多数人

最常使用的软件，是获取信息最

方便快捷的工具，但也因其交流

的便捷，形成了许多问题和矛

盾。”

建群之初，古小娅就第一时

间告知家长，禁止在微信群中转

发链接、负能量的消息和闲聊；没

有明确要求回复的通知就不用回

复，以免刷屏；家长遇到问题，不

能在群里@人，建议私聊解决。有

了这样的规定，古小娅班上的家

长微信群，功能单纯了许多。

同时，古小娅还采取 QQ 群、

朋友圈、电话、面谈、家访等方式

与家长交流。“孩子们的活动图

片，我不会发在微信群里，而是发

到QQ群的相册中或是分享到朋

友圈，这样微信群就不会一直响，

也方便了想看照片的家长们。”古

小娅认为，这些软件虽然便捷，但

最有效的沟通，还是离不开面谈，

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通

过表情、语气、家庭环境、亲子沟

通方式等，获取和传达最完整、也

最真实有效的信息。

“即使有了微信，我们也不应

该‘偷懒’。”5年前，古小娅刚开始

使用微信群发布通知，一位家长

误解了她的意思，怒气冲冲地在

群里发言。虽然也有情绪，但古

小娅还是让自己先冷静下来，给

这位家长打电话进行沟通，解开

了误会。“只有沟通是真实的，才

是有效的，那么换位思考、相互理

解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古小娅

说。

生态良好的家长微信群，既

可以是单纯的信息传达，也可以

有复杂精巧的架构体系。新都一

中实验学校的罗朝英老师，把微

信家长群当作另一个“班集体”

来做：实名制、起群名，设置学

习、生活、体育、后勤、校园活

动 5 个管理员身份，由家委会成

员担任，各自负责协调和记录班

级开展的家校活动。这个微信群

中还有一个“观察员”的位置。

有时候，老师来不及看群里的消

息而错过了一些重要信息，因而

没有及时反馈的时候，观察员就

会提醒老师；家长之间有矛盾需

要协调的，也会联系观察员。

“‘观察员’是我们这个集体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角色。”

不仅如此，罗朝英还带领家

长，做起了家长群的群文化建

设：共知共解，共享共进，将群

定位为“学习共同体，家校共育

共同体”。不论是讨论话题、学

习网课，还是家校活动，都围绕

三个“中心”：明目标、讲方

法、有结果。总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服务学生的成长，围绕这个

总目标，老师、家长、学生各自

做什么，都明确落实到具体任务

上；老师与家长、家长之间的沟

通要讲方法，说话的语气，谈论

的话题，是否采用私聊，视实际

情况进行变通；有结果是指群内

的交流建设要落到实处。

前不久，罗朝英在群内分享

了一个线上讲座，结束之后，家长

们纷纷在群内发表自己的感想。

负责这一板块的家长把大家的聊

天记录保存下来，供以后“复

盘”用。“换一个角度讲，这也

是在督促家长对自己发出来的文

字负责。”

分工合作，建设家长群架构体系

当被问及为什么能够较好地

维持家长群氛围的时候，曾素梅、

古小娅、罗朝英三位老师都提到

了学校和政府给予的课程支持。

自贡市沿滩二小对教师自身的定

位、家校共育的表达与反馈能力，

做了充分的培训；成都市新都区

今年新开设的“2020 家校共育种

子教师”培训项目，旨在为教师在

家校共育方面赋能。

新都区成立了两个培训平

台，一个是家校教育慕课中心，每

星期平台推送一节课，家长在线

上进行学习，提升自身家庭教育

的胜任力；另一个是家校共育班

主任成长中心，每周进行一次经

验分享，涉及班主任专业能力、班

级文化建设、家校共育策略、读书

分享几个层面，提升班主任老师

教育管理方面的水平。

“我们现在面对的都是‘85后

’、甚至‘90 后’的家长，文化水平

高，对教师的期待也高。如果老

师不能持续地提升自己，是无法

让家长信服的。”古小娅认为，学

校教育、家庭教育二者本就有很

多交叉，无法划清界限，即使是

教学，也需要家长打好配合战，

才能取得好成果。古小娅表示，

小学、尤其是低学段的家长，当

上爸爸妈妈也不过六七年时间，

在教育孩子的领域也是新人，他

们也在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学习成

长。作为老师，一方面要重视沟

通了解，同时也要结合具体情况

给予一些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

当“家校共育”的理念自上

而下地被班主任老师落实到位

时，家长们的意识得到进一步提

高，积极性也就自然地调动了。

类似新都区的课程项目，成都师

范附属小学也在进行中，这种理

念已深入每个家长的心中。成师

附小的家长张女士，加入了两个

班级家长群，一个有老师的群，

用于商量家校主题活动；另一个

群则只有家长，没有老师，职务

的设置、管理模式都由家长们自

发商讨决定，群里的氛围既宽松

又有序。“家长们的积极性很

高，都愿意为班里做事情。”张

女士介绍道。

矛盾百出
家长群变身“压力群”

简化功能，有效沟通离不开面谈

自上而下，为家校共育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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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退群”引发教育思考——

家长群的正确打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