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林润
近段时间，一条万祥街小学某班级

的年度总结在朋友圈刷屏。该年度总结
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不少学生、家长
看后纷纷留言称赞。

点点滴滴 记录学生一年成长

该年度总结名字为“2018 一起走过

的日子，2019 继续加油”，内容有学生
们的合影以及学生 2018 年学习或者参加
各种活动时的图片，图片下面配着老师
写的关于这张图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看
着这篇文章，就像翻着 2018 年的日历，
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学生们一点点长
大。

近日，记者找到制作这篇班级年度
总结的教师——万祥街小学的杨真。“这
个班我从一年级带到三年级了，文章内
的照片都是我趁平时学校搞活动时拍下
来的。”杨真告诉记者。

“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是平时无意间
拍的，没想到在年底做这个总结的时候
会用到。”杨真说，做这个年度总结，最
让人纠结的地方就是选照片，因为她平
时很喜欢给学生拍照，照片特别多，“为

了给他们拍照，我特意换了个大内存的
手机。”

杨真告诉记者，她做这些事情一方
面是为了记录班级内这群孩子的成长历
程，另一方面希望家长看到学生们在学
校里的样子。

学生、家长纷纷留言点赞

记者了解到，除了杨真，该校其他
老师也都为自己的班级做了这种年度总
结。“我带的是毕业班，孩子们马上就
毕业了。”在该校六年级任职的秦老师
告诉记者，“做这个年度总结，可以把
学生们的照片保存下来，我觉得这一点
挺好。”

该校五 （2） 班教师翟皎洁说，他们

班学生李彦斌的家长发信息称——年终
总结太感人了，图文并茂很好看。听着
音乐，看着文字，有种时光飞逝的伤
感。同时，我也感觉到孩子逐渐长大
了，谢谢老师的辛苦付出。

“为了持续扩大学校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我校制订了行之有效的外宣策略。”
该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凡学校、班
级举行的活动，都要按规定制作成图文结
合的文章，通过微信美篇、公众号进行转
发和宣传。在此契机下，我们每位教师
都养成了这个好习惯——把和孩子平时
相处的点滴时光都记录下来。”通过这种
方式，可以让家长们随时看到孩子们的
成长，也体会到教师的辛苦与不易，有
利于家校共育工作的开展，促进学校发
展。

班级年度总结 记录美好时光

做学生的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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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教书先育人，这是郭建林坚持多年的

事情。郭建林说：“高中的孩子已经有了
自我意识，想要教育他们，老师不能高高
在上，要走近他们。”郭建林成功走近了
学生，他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林哥。在林
哥的班级里，班风正、学风浓，精神面貌
积极向上。

郭建林先后获得“市德育先进个人”
“召陵区优秀班主任”“召陵区优秀教师”
“召陵区师德师风先进个人”“校级优秀教
师”“校级优秀班主任”“校级师德师风先
进个人”“区级优秀班集体”等荣誉；他
的优质课《大规模的海水运动》获省、市
级优质课一等奖；另有多篇教学论文在各
项评比中获奖。

用心管理 强化养成教育

学习成绩的优异，并不完全决定于智
力因素。郭建林认为学习不好的学生，表
面现象是基础差，深层次的问题是没有进
取心、没有好习惯。但是，这种习惯的培
养不能完全从学习上去做，学生在学习中
无法获得成就感，就会逐渐麻木，对老师
的教育充耳不闻，郭建林说：“要想真正
达到教育的目的，需要从日常生活、养成
教育中培养学生良好习惯，再引导其将能
力迁移到学习上。”

郭建林担当班主任，又身兼三个班的
地理教学，精力实在有限，因此这一系列

的养成教育他必须分步进行。每次一个重
点，解决一个再进行下一个。为此，郭建
林大胆任用班委，将班级常规检查制度
化，由班委进行定期检查。此外，为了走
进学生的内心，郭建林努力了解每一个学
生，了解他们的优点、缺点、家庭环境、
性格等，他说：“只有了解，才能有利的
引导和帮助学生。”

严管厚爱 关心每位学生

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郭建林认为，作为一名教师，
尤其是班主任，要用自己全部的爱去
关 心 、 照 顾 学 生 ， 既 要 教 会 他 们 生
存技能，又要教会他们学习、为人处
世。

爱要体现在每个生活细节。他记得
每个学生的生日，在生日当天给学生
送上认真准备的小礼物；他悉心照顾
生病的学生，给他们做爱心营养餐；
他走近每一个后进生和贫困生，掌握
他们学习和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他在
酷 暑 时 给 学 生 煮 一 锅 又 一 锅 的 绿 豆

汤。他带的每一个班级都会布置“爱心
小屋”，里面备有各种应急物品，交由
班级里有耐心的学生打理。孩子们在
学 校 的 大 事 、 小 事 ， 郭 建 林 事 事 关
心。他认为：“这些事情是班主任最基
本的工作，是一个班主任爱心的具体
体现。”

因材施教 更新管理理念

每一个学生都是家庭的希望，越是
后进生，越需要老师的帮助和鼓励。面
对后进生，郭建林从不放弃，他总是先
深入调查摸底，搞清他们所以成为后进
生的原因，然后因材施教。

为让班里的后进生对学习重燃信
心，郭建林对他们处处真诚相待，时
时 耐 心 相 帮 ， 真 正 做 他 们 的 知 心 朋
友。及时对后进生加强心理疏导，帮
助他们消除或减轻种种心理担忧，让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创造条件和
机会让后进生表现其优点和长处，使
他们品尝到成功的欢乐和喜悦；不断
学习教育理论知识，更新自己的管理理
念，积累管理经验，勤学习，多反思，
多总结，促使自己不断成长，缩小师生
之间的代沟，让自己和学生有更多的共
同语言。郭建林说：“只有这样做，我
才能更多站在学生角度考虑问题。减少
师生对立，学生就能更容易接我的教育
和引导。”

——记召陵区实验高中地理教师郭建林

讲课中的郭建林。

为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情怀，近日，郾城区许洼小学举办了“伟
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片展。 栗学军 摄

1月8日，市“寒冬送温暖 情暖留守娃”公益捐赠活动在源汇
区空冢郭镇中心小学举行，市民政局、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心理协会等爱心单位为该校76名农村双留守儿童
和建档立卡贫困生捐赠76件棉衣、46条围脖、120册书籍、30根跳
绳、15副羽毛球拍。 安新岗 摄

近日，召陵区实验小学以年级为单位举办数学分析能力竞赛。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近日，教育部印发 《关于严禁有害
APP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要求各地
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止有害APP进入中
小学校园。《通知》明确，凡发现色情暴
力、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及链接，
或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成绩排名等
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负担的APP，要立
即停止使用，退订相关业务；未经学校和
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教师不得随意向
学生推荐使用任何APP。

网上不约而同地叫好声反映了社会各
界对此项禁令的态度，同时，人们也不禁
发问：原本应该为学生学习带来更多便利
的教育类APP为何问题频出？在线上线下
世界融合日益加深的今天，该如何通过合
理的制度设计让互联网更好地服务教育？

部分APP缘何“走火入魔”

推送中夹带着大量充斥着色情、暴力
内容的文字，配上低俗的标题，其点击量
远超正常的学习内容推送。

师资不到位，甚至有在校学生、社会
人员冒充教师进行授课，教学质量欠佳、
学习效果不理想，退费、投诉事件时有发
生。

上述种种乱象充斥着本应用于辅助学
生学习的APP，为什么一部分教育类APP
会“走火入魔”？过低的开办门槛是其一
个重要原因。 在百度搜索引擎上以“在
线教育平台开发”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可
以得到数千万个搜索结果，大量公司提供
教育类APP从客户端开发到后续技术支持
的服务。记者打开一家网站，询问客服人
员开设教育类 APP 是否需要具备相关资
质，得到的回应是——“不需要提供任何
资质，只要提供身份证明即可”。

近年来，在线教育产业异军突起，
根据专注移动互联网领域市场的信息研
究机构艾媒咨询所发布报告，2018 年中
国 K12 （基础教育阶段） 在线教育市场
规模预计将超过 3000 亿元。诱人的市场
前景下，教育类 APP 也成了资本市场追
捧的“宠儿”，仅2018年就有多个主打中
小学生作业辅导的 APP 获得超过一亿美
元融资。

一些市场参与者把教育抛到脑后，引
入大量互联网行业吸引流量的方法，学
生使用APP学习的行为被异化为“用户黏
性”“点击量”等一组组冰冷的数字并不
择手段地加以提升，客观上造成了教育
类APP鱼龙混杂的乱象。

吹响整顿有害APP的“冲锋号”

在教育部《通知》印发前，针对有害
APP的清理整顿工作就已经开始。

日前，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集中
开展了一次APP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依法
关停下架的 3469 款 APP 中就包括一批存
在问题的教育类APP。各级各地教育行政
部门针对有害教育类 APP 接踵而至的禁
令，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类问题的广泛性。

此前，也有部分有害APP影响学生身
心健康的个案被媒体曝光。如 2018 年 10
月，一款名为“互动作业”的教育类
APP，被曝向用户推送充斥着少儿不宜内
容的色情小说。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
室对相关运营公司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了查
处，责令其立即停止此款APP的运营，并
接受行政处罚。

教育部印发《通知》后，重庆市教委
于1月3日转发了《通知》，要求对全市各
中小学正在使用的教育类APP进行排查并
开展专项整治清理。可以预见，此次教
育部发出的禁令虽然不是打向有害 APP
的“第一枪”，但却吹响了整顿此类APP
的“冲锋号”，未来各地将陆续跟进出台

整顿措施。

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尽管通过整顿，可以在学校一端有效
堵住有害 APP 进校园的口子，但也要看
到，除了采取与学校对接收取费用进而向
学生提供服务的运营模式，市场上还存在
大量直接面向学生和家长进行营销的教育
类APP。

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部分市场参与
者采用突破道德底线的方式牟取利益，完
善而适时跟进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而事实上，不光是教育类APP需要合
理的监管措施，目前我国整个在线教育行
业的立法都存在大量空白，线上教育机构
的准入条件以及运营如何监管等均缺少明
确的法律依据。

“我国在线教育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
亟待建立和完善。”长期关注互联网领域
法律问题的专家刘勇建议，相关部门应尽
快制订相应监督管理办法，明确在线教育
行业的监管机构及其职责，同时积极推动
在线教育行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
加强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

据《中国教育报》

教育类APP鱼龙混杂、问题频发，相关监管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如何为孩子营造洁净线上学习空间

在一间干净而又整洁的房子
中，铺放着两张床铺，一张床铺
上摆放着许多食品，却冷冷清
清，无人问津；一张床铺旁坐满
了人，热闹非凡，欢笑不断，欢
声笑语……

“妈，今天我还有事，不
能去陪你了，你在养老院安心
住着吧。我让小张送了果篮和
牛奶。”夕阳透过窗子斜射进房
间，照向老人的脸庞。老人苍
白的脸庞并未因此红润起来。
她失望地放下电话，身上的宽
大衣服衬托出她的瘦弱，老人
望着送来的食品眉头紧皱，无
奈地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
老人转身，充满期望地紧盯着
门，希望她亲爱的女儿能从那
走进来。

“吱——”在老人的期待
中，门开了。老人灰色的眼睛变
得炯炯有神，弓着的背部瞬间
焕发出活力，她变得紧张，不
安而又欣喜若狂。“女儿终于来
看望我了，原来她故意想给我
一个惊喜，故意不让我知晓。
女儿，妈很开心。”老人自顾自
地想着。门外的人进来了，原
来是对床老李的儿子、儿媳和
孙女。老人继续期盼着望着门
外，希望女儿能紧随其后。然

而，她又一次失望了。
“妈妈，我们来看你了。”

老李的儿子、儿媳冲着老李激动
地说。五岁的孙女则用稚嫩、童
真的话语问着：“奶奶，我好想
你呀，你想我吗？”风一般的扑
进老李的怀抱。老李乐得眼睛眯
成了一条缝，用粗糙的手摸着孙
女肉肉的脸蛋，笑吟吟地说：

“想，怎么会不想我的小可爱
呢！”儿子和儿媳相继走到床铺
旁，开玩笑地说：“妈，你只想
你的孙女，真是太偏心了！”接
着，他们一家四口同时爆发出
爽朗的笑声。老人愣愣地看着
老李一家人温馨的画面，听着
他们开心的话语，是那么的孤
单。

就这样，一个房间内出现了
两种画面——一个干净的床铺上
摆满了花花绿绿的食品，琳琅满
目，应有尽有，坐着一个孤单
的背影；一个床铺上没有那么
多 食 品 ， 但 周 围 全 是 欢 声 笑
语，一家人其乐融融。

老人摇了摇头，拿出手机
打给女儿，却是无人接听。老
人伤心地说：“尽孝贵在真，不
是形式，是真正地爱。”说完，
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辅导老师：赵俊苹

尽孝贵在真
■漯河五高初中部 张新悦

父母通常对孩子的人生充满期待，这
种期待也会影响到孩子的人生轨迹。有的
家长不顾孩子的实际情况，对孩子期待过
高，往往会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对 1863 名家长进行的一项调
查显示，68.8%的受访家长表示对孩子有
很高期待，57.7%的受访家长坦言会羡慕
别人家孩子优秀。

某教育机构分校校长安然（化名）觉
得，自己对孩子表达的期待，可以让孩子
更有动力。调查显示，68.8%的受访家长
坦言对孩子有很高期待。交互分析发现，
学历为专科的家长中，有72.9%的家长表

示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高于其他学历
者 。 进 一 步 调 查 显 示 ， 健 康 的 心 理
（76.7%） 和强健的体魄 （58.7%） 是受访
家长对孩子最普遍的期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认
为，父母对孩子抱有高期待，本身不是坏
事。如果对孩子没什么期待甚至不管不
问，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积极的、正向
的期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信，有利于
孩子努力并获得成就感。“但是我认为父
母期待过高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没能准确
了解自己孩子的特点，或者只是从某个单
一的维度来了解孩子，比如成绩。”

调查显示，73.7%的受访家长经常或

有时向孩子表达期望，仅6.1%的受访家长
从不这样做。

北京师范大学大三学生祁莫雨 （化
名）回忆，从高中开始，父母对她成绩的
要求越来越高。祁莫雨虽然能够理解父母
对自己的高期待，但她坦言并不是很喜
欢，“比如高考那会儿，父母给我的压力
让我很恐惧，害怕考不好。有的时候她会
跟我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这让我很不
舒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不存在
可比性。”

陈祉妍觉得，父母应该给孩子一些人
生规划，但不能简单地自己觉得什么好就
强加在孩子身上。一方面，父母应该对孩

子抱有积极的期待。另一方面，父母在孩
子面临困难时要有信心、支持孩子，相信
孩子一定会变得更好，这样的期待有利于
孩子的健康成长。

家长对孩子表达期待时，要从大局着
眼。首先让孩子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其
次要指导和帮助孩子做好手头的事情，把
现在要做的事情一步一步地做好，打好基
础才有可能实现目标。

每个人所做的事情，看似平凡，但从
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来看都有不平凡之
处。建议家长可以更多地引导孩子把注意
力放在怎样把现在的事情做好，不要去跟
别人攀比。 新华

调查显示：过半家长对孩子期待值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