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绎近日袁 市消防大队消防员来到象泽幼儿园袁
对全体教职工进行了消防知识和消防技能培训袁并
对全体教职工实际操作能力考核逐一过关遥 肖勤英

绎近日袁 井冈山小学特邀市消防大队教官来

校袁 为全校教师举办了消防安全技能培训和考核袁
结合案例讲解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袁介绍了消防安
全细节袁对全体教师进行了实地消防技能考核遥

丁晓宁
绎11 月 9 日袁叶坪乡山岐小学围绕野119 消防

宣传日冶主题袁积极开展了防火减灾主题活动袁使全
校师生成为消防宣传员遥 钟淼

绎瑞林镇安全小学于 11 月 9 日开展消防应急
演练活动袁包括学生逃生演练尧讲解灭火器知识尧实
际操作灭火器等遥 沈荣华

绎11 月 9 日袁九堡镇官仓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开
展了校园消防安全演练活动袁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
工作遥 钟明

绎11 月 9 日袁红井小学举行了野11窑9冶消防逃生
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袁强化全校师生对突发事件的应
急反应能力和自救互救能力遥 危慧君

绎11 月 6 日袁黄柏乡黄坑小学普及了 119 消防
安全知识袁通过班会袁使学生了解如何避险和火灾
过后注意事项遥 张超 钟雯

绎11 月 9 日袁瑞林镇禾塘小学组织全体师生进
行安全疏散消防演练袁提高师生应急逃生能力遥钟琦

绎11 月 9 日袁九堡镇谢村小学通过消防安全应
急演练和消防安全知识讲座等活动袁让师生进一步
掌握了预防消防安全的能力遥 梁俊红

119消防宣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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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198808082622 号渊曾素英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近日袁 大柏
地中心小学的学
生开心地吃着营
养课间餐遥 2019
年 秋 季 学 期 开
始袁 由朱镕基同
志设立的实事助
学基金关爱大柏
地乡的孩子袁按
照每生每日 野一
奶一蛋一点心冶
的标准为学生提
供课间营养餐袁
帮助提升孩子们
的体质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这段时间袁野压垮成年人袁只
需一个家长群冶 变成了许多家长
的口头禅遥

家长群变成家长们的负担袁
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袁 而一些老师
让家长批改作业尧辅导孩子功课袁
早就成为家长吐槽的现象遥

家长群设立的目的袁 本来是
沟通家校关系袁 但是如今已经变
了味儿袁成为一些老师布置作业尧
要求家长批改作业甚至要求家长
到校打扫卫生等事宜的通知群遥
个别家长群还异化为 野夸夸群冶袁
一些家长开启称赞尧感恩模式袁拍
老师的马屁袁个别群竟出现了野争
宠冶尧炫富尧争吵尧辱骂等行为遥

家长们都有工作袁 忙碌一天
回到家中袁 还要盯着家长群看老
师布置作业情况以及其他通知袁
然后进入辅导尧批改模式袁通常会
弄到很晚才去睡觉袁 第二天还要
上班袁如此这般袁家长们能没有意

见吗钥 长此以往袁不仅引发家长怨
声载道袁 导致老师与家长关系紧
张袁 还不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学
习习惯遥 此外袁家长的文化程度参
差不齐袁 有些家长根本辅导不了
孩子作业袁让这样的家长检查尧批
改作业袁极有可能误导孩子袁得不
偿失遥 还有袁家长将全部精力用于
布置尧批改作业袁其家庭氛围会完
全集中在作业尧学习方面袁而其他
诸如做人教育尧习惯养成教育尧品
质教育以及最最重要的亲子尧亲
情互动会无暇顾及袁且在辅导尧批
改作业的过程中袁 家长与孩子不
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尧摩擦袁严重破
坏家庭和谐氛围遥

无论什么理由袁 老师的职责
也不能转嫁到家长头上袁 不能让
家长承担布置作业尧 批改作业的
重任遥 老师的归老师袁家长的归家
长袁不能混淆双方的职责任务袁必
须厘清双方的职责边界遥 换言之袁

教书的职责应该由老师承担袁育
人的职责可以由老师与家长共同
承担遥 而其他诸如打扫教室卫生尧
在群里夸赞老师等行为袁 家长也
应该尽量避免遥

要做到这些袁一方面袁相关部
门对此应该有具体要求遥 实际上袁
教育部门也出台过这方面的规定遥
去年 6 月发布的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曳 明确提出袁
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
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袁不得布置
惩罚性作业遥有些地方也有这方面
的建议遥 另一方面袁每个家长群也
该有自己的野群规冶袁群规必须符合
教育部门的相关精神遥家长老师要
相互监督袁力求避免违反群规遥

以前袁并没有家长群袁教育教学
工作照常顺利进行遥不管怎么说袁也
不能让家长群异化为 野压力群冶袁成
为家长们的累赘和负担遥 曲征

11 月 6 日袁华融瑞金希望小学劳动实践中队走
进红都大道社区袁开展义务清扫及整理城市书屋书
籍实践活动遥 图为活动现场遥 杨慧 本报记者郑薇摄

绎11 月 8 日袁 教师教育网组织的 野国培计划
渊2020冤冶要要要江西省中小学教师送教下乡培训瑞金
市物理学科研修在四中举行袁邀请专业人员开展讲
座或上课袁为老师们提供了相互交流尧相互学习的
平台遥 吴静静 曾锦华

绎为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毒品对人身心的巨
大危害性袁11 月 10 日袁下坝初中召开了野禁毒知识
主题班会冶袁加强学生辨别毒品的能力袁提高学生的
自我保护意识遥 钟婧

绎近日袁 瑞林镇稳村向村小捐赠价值 1.5 万余
元的窗帘袁为孩子们营造舒适的学习环境遥

黄草原
绎云石山乡田村小学近日通过主题班会尧观看

视频尧互动交流和个别辅导等方式袁全面开展心理
健康辅导活动袁帮助学生轻松学习尧快乐生活遥

罗燕玲
绎11 月 9 日袁冈面乡竹园小学邀请卫生院防疫

人员来校袁 为学生讲解秋冬季传染病防控知识袁提
高学生防病抗病的能力遥 黄冬林

绎近日袁金都小学举行了五年级数学组内教研
活动袁 有效提高教师业务水平,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
长遥 陈艳玉

绎日东乡中心小学针对学生的养成教育推出
野一卡三星争牌冶荣誉制度袁11 月 12 日袁中心小学为
五年级两位野铜牌冶获得者颁发奖牌及奖品遥 范素华

绎11 月 12 日袁 叶坪乡松山小学组织全体师生
观看爱国影片袁提高了学生的爱国情怀遥 刘华秀

绎11 月 10 日袁 日东中心幼儿园邀请民警开展
了别开生面的防拐骗活动袁进一步提高幼儿的自我
保护能力遥 吴鑫鑫

绎11 月 7 日袁 红都义工来到九堡镇沙陇小学袁
为留守儿童开展了集体过生日的活动 袁还给每位学
生精心准备了资料夹尧日记本尧文具盒等多种学习
用品袁总价值 1200 元遥 钟尚材

绎11 月 10 日袁日东乡沿岗小学开展野寻找最佳
的学习方法冶主题教育活动袁让学生不断完善自我袁
提高学习效率遥 张传春

绎11 月 6 日袁叶坪乡黄沙小学举办道路交通安
全知识讲座袁向学生讲述道路交通安全知识遥

赖治宇
绎11 月 12 日袁 南康五中部分行政班子成员来

瑞金二中交流学习袁 共同探讨了学校基层党建工
作袁研讨了党建野三化冶工作遥 汪家生 刘燕玲

绎瑞金市 2020原2021 学年上学期 野让爱回家冶
积极家庭教育培训首场讲座在八一小学举行袁家庭
教育专家陈发权老师的讲座深入浅出尧 生动有趣袁
赢得在座 150 多名家长的赞誉遥 其他不在现场的家
长通过野红都家校共育平台冶全部参与了培训遥 朱福

防止家长群变味儿需厘清职责边界

11 月 9 日袁 直属机关幼儿园南区开展了
11窑9 防火应急疏散演练袁 教师与幼儿再次熟
悉了逃生疏散的路径袁进一步巩固了自救自护
的应变技能袁增强了防火意识遥 谢美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