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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盛丽

专题【关注】

近段时间， 社交网络上 “陪孩子写作业” 的神段子， 引发了众多家长集体倾诉辛酸遭遇。 家长是否应该陪
孩子写作业， 陪写作业 “姿势” 是否正确， 家庭与学校教育界限如何界定， 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的热议和
反思。

学生家长：
家长倾诉陪写作业心酸

史 招谁惹谁了？

“陪儿子写作业到五年级，
生气到心梗 ， 搭了两根桥做支
架。” “我此刻躺在急诊室急救，
病因是脑出血， 我深刻怀疑就是
教孩子写作业弄的。” “二宝两
个月， 我不敢去辅导大宝， 我会
回奶的！” “我已经在上小学的
两个孩子的家庭作业中沦陷了，
如果有一天， 我看不见了， 请不
要找我， 实在是撑不住了！”

前一段时间， 家长陪孩子做
作业， 诱发不良情绪， 甚至发病
住进医院的坏消息， 在微信圈也
刷得格外火爆， 一时间掀起了众
多家长集体倾诉 “心酸遭遇 ”，
以上这些跟帖， 甚至传成了 “神
段子”。

“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也快
四十的人了， 天天上班已经累成
狗了， 到家还有一堆作业等着你
呢！” 陈琳是一位小学三年级学
生的家长， 微信朋友圈刷到 “陪
娃写作业” 的帖子， 她第一时间
就转发了。 陈琳感言， “陪她做
作业之后 ， 我连头发都不用烫
了， 气炸了！”

而更让陈琳发愁的是， 二宝
也已经两岁多了， 等把老大陪差
不多了， 还得接着陪二宝， “到
时候估计小命不保啊！”

其实， 陈琳是一个性格非常
温和的妈妈 ， 朋友同事眼中的
“贤妻良母”， 可一到陪孩子写作
业就控制不住情绪， “怎么就这
么笨！” “你是傻吗！” “擦了重
写 ！ 再写不好我就给你撕了 ！”
……事后， 陈琳也特别后悔， 孩
子常常是被骂得一边哭一边写，
她告诉记者， 她也不知道当时这
火气怎么就冲上了头， 控制不住
地冲孩子吼叫。 每次都劝自己，
这样的负面情绪对孩子伤害特别
大 ， 也暗下决心不再吼叫孩子
了， 下一次又吼上了， “我现在
都觉得自己很可怕， 再这样陪下
去， 我就成了怨妇了。”

“我一写作业就紧张， 怕妈
妈批评我。” “我妈妈平时特别
温柔， 一陪我写作业就变成母老
虎。” “千万不能写错了， 一错
了， 妈妈就急！” ……面对情绪
失控的家长， 孩子们作为弱势群
体说出了真心话。

同样一个帖子， 陈琳也转发
了， 文中说到： 孩子面对家长的
怒火是没有防御能力的。 家长是
孩子的 “权威”， 坏的示范可能
会导致孩子也成为情绪管理的失
败者； 作为弱势群体处于家长情
绪失控的环境中， 短期内会变得
符合父母的要求， 但长久看来，
容易产生消极对抗或者挑衅的行
为， 有的还会出现孤僻、 暴躁的
问题， 成为人格成长中的隐患。

家长沦为课外作业 “监
督员” 教师责任是否弱化？

家长们之所以对陪写作业爆
发集体倾诉， 主要是因为家庭作
业的监管责任下放 、 转移 。 背
书、 默写、 完成口算题……这些
原本由学校老师监督完成的作
业 ， 如今却被布置成家长的任
务。 面对逐渐沦为课外作业 “监
督员 ”、 “辅导员 ” 的家长们 ，
对此很是苦恼。

家住崇文门的张先生一家回
忆起过往的一年， 总结起来只有
一个字 “累”。 “女儿上学除去
接送 ， 没想到耗费的不只是体
力， 更多的是累心。”

张先生回忆在女儿上学后，
才发现现在学生完成作业的花样
多而且家长的配合时间远远超出
想象。 “我记得我上小学时， 老
师也会布置作业。 抄抄生字、 写
写拼音、 算算数学题， 基本不用
家长在旁边监督， 或者是配合。
顶多是在考试后， 家长需要在卷
子上签个字 。 现在可不是这样
啦， 学生放了学回到家基本进入
第二个课堂。”

一会儿是英语单词需要家长
监督朗读， 一会儿是古诗需要家
长签字确认背诵熟练， 要不就是
周末卷子写完家长批阅。 “这不

都应该是老师来完成的职责吗？
怎么家长要承担起这么多的任
务。” 张先生抱怨到。 和张先生
面对的窘境相似， 家长李怡一家
的遭遇更加闹心。

“我和老公平时工作都特别
忙，他经常出差，我常常加班。 ”李
怡介绍，因为下班很晚，儿子的功
课不少需要家长签字证明完成，
小孩子常常要做功课到很晚才能
睡觉。 “一个小学生的功课，基本
都是全家陪着完成。 其实就是写
背书的功课， 学校老师就不能考
虑家长的处境吗？ 什么功课都要
下放到家长来完成， 每天微信群
不停地布置各种任务， 他们倒是
方便啦，家长可忙坏啦。 ”

对此 ， 杨先生也有不满 。
“学校布置作业还是要多考虑一
下， 完成的可行性和不同家庭的
条件。 比如， 有的老师将英语作
业发个电子版到班级的群中， 然
后家长去打印让小孩完成。 这就
不太切合实际。 家长下班还要忙
活着先去打印作业， 再回到家让
小孩写， 浪费时间不说。 有的家
庭是老人在照顾小孩， 很多复杂
的操作根本不会。 一来二去， 作
业拖到很晚才能完成。” 针对这
一点， 不少家长也反应强烈。

“有一次， 我下班了， 到处
去找打印作业的地方。 小孩完成
作业后， 基本都到晚上10点了。
一个小学生的作业， 为啥要搞这
么多花样。 处处需要家长帮忙监
督， 不是我们不想负责， 是这些
额外布置的任务， 有的实在没有
必要。 还是希望学校能考虑考虑
家长的难处。” 杨先生说道。

刚刚升级为一年级家长的王
女士， 也向记者爆出了一条语文
老师发到家长群里的一条消息：
“各位家长， 周四家长会时发的
那套自主识字教材， 要求孩子会
认， 要过星级的， 家长们负责带
孩子练习， 我负责检查， 最后达
到识字大王的程度。” 对此， 王
女士非常不理解， 读书识字应该
是老师的职责啊， 怎么变成了家
庭自主识字了， 全都家长教了，
老师干什么？ 我要是老师， 还让

孩子上学校干嘛？

教育人士：
家长扮演不了老师的角色

针对这一现象， 有教育部门
已经开始重视并采取措施了。 前
不久， 浙江杭州市金东区实验小
学发出一份公约 《让家长告别检
查作业———实验小学教师公约之
作业篇》： “认真批改作业， 是
每一位老师的基本职责！ 我们希
望学生拥有这样的认识： 检查作
业是我自己的事， 不是妈妈的事
……从今天起， 我们想改变 ‘家
庭作业’ 变成 ‘家长作业’ 的现
状， 取消规定家长为孩子家庭作
业签字的要求……” 这份公约发
出， 迅速引发了家长们新一轮的
转发、 热议。

张丽萍是一家青少年培训教
育机构的创始人， 她认为， 我们
首先要认识到家庭作业的概念、
意义 ， 作为课堂学习的外延部
分， 家庭作业有着巩固学习、 提
升学习的重要作用。 老师通过布
置作业， 帮助孩子复习巩固当天
所学知识以及检测学习效果。

而如今， 中小学作业让家长
监督、 签字， 甚至批阅， 早已成
为当合格家长的基本职责， 如今
的家庭作业已经变相成为 “家长
作业”， 不但不能真实体现出孩
子课堂的吸收能力， 也给家长带
来很大负担。 “浙江这所学校明
确提出取消 “家长作业”， 这必
然会改变家长、 学生与专业教育
者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划清家校
教育的界限。

张丽萍表示， 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在孩子培养过程中， 扮演
的角色是不同的。 一个是教会孩
子做事， 特别是传授知识， 一个
侧重于教孩子做人， 二者是分工
合作的关系。 如果过多地让家长
扮演老师的角色， 我们必须认识
到， 由于专业水平、 空余时间、
心理素质等因素， 加上作业难度
增强， 很多家长无法承担课后辅
导的职责。 家长对孩子的作业爱
莫能助却无法坐视不理， 最终关

心则乱的情况就出现了。
“我认为， 很多时候， 逼孩

子比放任更残忍！” 张丽萍说。

政协委员：
规范教师职责 制止“家

长批阅”

家长被要求批改孩子作业，
不达要求还会受到老师批评， 被
认为没有尽到家庭教育的责任，
这样的新闻近两年屡见报端。 有
些家长也因此发出不解的疑问：
如果都让我们家长批作业， 那老
师干什么呢？

由此引发的教育话题， 也成
为全国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陶艺艺术大
师徐安碧专门针对 “家长批改作
业” 一事提出自己看法和建议。

徐安碧调查发现， 从大城市
到乡镇学校都有这个现象。 近一
两年来， 教师转移教学责任的现
象有逐渐盛行之势。

徐安碧说，“教师要求家长批
阅作业， 如发现未曾批阅或者批
阅有误，便会批评孩子，或批评家
长。” 针对这一普遍现象， 徐安
碧认为， 教师堂而皇之地要求家
长监督、 批阅家庭作业和周末试
卷等行为， 是教师转移教学责任
的表现。 家长应尽责任是督查孩
子完成作业， 督促其专注， 督促
其书写认真之类， 岂能将批阅的
责任也推到家长身上。

尽管不少老师认为这是 “家
校合作”的表现，是家庭教育应尽
的一部分责任，但徐安碧表示，家
长要做的是督查孩子学习， 而非
批阅。 “教师批阅作业是天经地
义，假如连作业都可以不批阅了，
不是‘不务正业’吗？ ”

徐安碧表示， 很多家长在批
阅孩子作业上能力有限， 他们担
心孩子受训 ， 只好强 “己 ” 所
难， 不懂的四处求教， 有错的明
知讲不清也得乱讲一气。 长此以
往 ， 只会耽误孩子的学习 。 为
此， 徐安碧建议， 教育部门重申
或出台有关教师教学工作职责规
范， 尽快制止家长批阅的行为。

家长陪写作业之“痛”，何解？
沦为课外作业“监督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