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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骏）近日，
教育部明确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
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不得
将批改作业的任务交给家长，避
免出现“学校减负、社会增负，
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现象。
该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热议，教
师、家长各抒己见。为此，记者
进行了走访调查。

教师：
教学行为不应被要求过

细

近日，记者从我市多个学校
了解到，学校教师使用微信或者
QQ布置作业较为普遍。在采访
过程中，一位小学教师坦言：

“教学过程中，确实存在通过微
信群布置作业的现象，但不代表
所有一线教师都会那么做。”至
于原因，有教师表示无奈：“对
于老师来说，是在学校布置作业
还是通过微信、QQ 布置作业，
其实区别不大，我自己的做法
是，在班级里说一遍作业内容，
然后再到QQ群里发一遍。”对
于这一做法，该教师称，总有学

生不记作业，到了晚上家长又在
群里问，“很多时候，我下班了
还得回复做解释。”

“老师布置作业，一般都是
在黑板上写，学生再记录下来，
可即便如此，还得在家长群里发
一遍，不然总有家长打电话来问
作业是什么。”一位教师有些委
屈地说道，“现在提倡给学生家
长减负，但很少有人去在意教师
的工作，实际上，跟过去相比，
教师的工作压力大了很多，教育
不能仅靠学校，家庭教育也很重
要。”

一位有着十多年教龄的教师
对记者说：“可以对教学质量提
出要求，但不应对教师的教学行
为要求过细。”他表示，因为用
什么形式布置作业是次要的，作
业内容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超出
学生能力范围，是否合理……这
些东西才是重要的，毕竟权威部
门出台一系列的规定是为了给学
生减负。另外，个别教师为图省
事，让家长批改作业，这样的做
法不可取，但更多的教师是希望
通过某种方法让家长监督孩子完
成作业。毕竟，单纯地将孩子的
教育全部寄托在学校，这对孩子
的成长来说，并不是好事。

家长：
“家校共育”不应成为

一种负担

针对此事，有家长认为，如
果老师在微信群里发布家庭作
业，就会使一些学生有依赖心
理，养成不记作业的坏习惯。

“以前没这些东西，家长从来不
过问作业，学生自己对自己负
责，现在各类‘家校共育’的手
段，反而成了负累，手段进步的
背后却是效果的退步。”

一些家长认为，教师用微
信、QQ布置作业，增加了家长
的负担。“家长群就像一个大型
比赛现场，有时候看到别的家长
说孩子已经完成作业了，自己就
会着急，还会催自己孩子完成作
业。对于成绩不太理想的学生家
长来说，每天看群消息都是一种
折磨。”一位家长说道，“不仅如
此，老师每天在微信群或者是
QQ 群里布置作业，让家长监
督，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负
担，检查作业一下子成了家长的
必修课。很多家长白天上班已经
很累了，下了班回到家还得陪着
孩子写作业，甚至批改作业，家
长现在的压力是真的大。”在采
访中，甚至有家长表示，孩子在
低年级的时候，家庭作业还有能
力去检查，但到了高年级，功课
难度上去了，自己当年学的那些
知识早就遗忘了，孩子作业写得
是对是错，自己也搞不清，有时
候孩子放学回来还会埋怨家长。
要履行监督的义务，着实不太容
易。

不过，也有家长认为，教育
部门不该过度干涉教师教学形
式，“通过微信群布置作业只是
一种形式，也是教师的自由，何
必过度干涉。老师教得好，孩子
学得快，对我们家长来说才是好
事。”一位家长说。还有家长认
为，微信、QQ布置作业的方式
让家长每天能及时知晓孩子的功
课，毕竟家长们不可能每天都去
向老师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以及
课业情况，“有的孩子调皮，就
算老师布置作业了，他回来说没
布置，难道让我们这些家长每天
晚上给老师打电话问作业情况
吗？这不太实际。”

学校：
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记者了解到，在我市一些中
小学，教师通过微信群、QQ群
线上布置作业已是较为普遍的一
种做法。

“很多事情都应该一分为二
地去看，教师利用微信、QQ布
置作业，让家长在第一时间了解
孩子的课业信息，使家长对孩子
的学业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能更
好地对孩子的学业进行监督，这
对于教师而言，自然能更好地提
高教学质量，对家庭教育以及孩
子的成长，客观上也是有利的。
不过，具体到每一位家长身上，
一些问题也会随之引发。”某学
校一位负责人说道。

该学校负责人认为，布置作
业形式多样化不适宜完全一刀
切，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教育
信息化、现代化是未来必然趋
势，这对教师提出了新要求，即
整合课程资源，因材施教，创新
教学模式以及学习方式，用网络
平台或传统书面方式布置更有效
的作业，避免简单且固化地将作
业布置后交给家长来监督完成情
况。

“布置作业、批改作业是老
师的事，但作为家长也应该承
认，不同的孩子会有差异性，督
促孩子完成作业，陪伴孩子成
长，家长也有责任。只是具体以
何种形式，还需要业内有更多的
理性思考。”该负责人说道。

教师微信布置作业“遭禁”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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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4日，中国台湾女演员
陈意涵在微博晒出自己因坐月
子很多天没洗头的照片，戏称自
己“头油到有点时尚”。陈意涵
产后不洗头，引发坐月子“陋习”
大讨论。对此，市第二人民医院
产科主任孙玲珍表示，很多传统
的“坐月子”方式并不科学，是需
要改变的。

孙玲珍表示，新妈妈分娩
后，会经历为期六周左右的产褥
期，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坐月
子”。期间，产妇注意身体健康

是必须的。不过，像不洗头、不
洗澡等一些习俗并不必要，也不
科学。洗头，只要及时吹干，注
意保暖就没什么问题。

孙玲珍主任特别提醒的是，
产妇“坐月子”洗不洗头事小，产
后抑郁倒是不得不防。

产后抑郁症是指产妇在分
娩后出现的抑郁障碍，是产褥期
精神综合征中最常见的一种类
型。多发于产后 6周内，也有资
料显示，产后 3个月，甚至 6个月
抑郁症的发病率仍高于普通人

群。我国产后抑郁发生率差异
较大，通常为 7.30%~34.90%。事
实上，围产期抑郁情绪就像感冒
一样普遍，也像感冒一样，只要
得到充分的和适当的休息和照
料，它会很快自愈。但若忽视
它，也有可能慢慢加重，发展成
产后抑郁症。

孙玲珍主任建议产妇家属，
创造轻松和谐而又温馨的产后
休养环境，减少精神刺激；帮助
新手妈妈承担一部分育儿工作；
加强对新手妈妈的情感支持，多

一点陪伴、理解和包容。了解她
的心情和内心感受，关注新手妈
妈的情绪，警惕是否存在产后心
绪不良的迹象。

而对产妇，孙玲珍主任建议
多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寻求
安慰和陪伴，减轻心理负担，增
强自信心；多进行户外活动，科
学坐月子；降低对自己的要求，
不要和他人比较；若怀疑自己患
上抑郁症或有其他想法时，积极
寻求帮助，及时到精神科请专业
医生诊断。如症状严重，产妇也

可以考虑服用抗抑郁药物。
【孕妇学校】市妇幼保健院

通过医生现场授课的方式，每月
向准妈妈准爸爸普及孕期知识，
帮助孕妈安全度过妊娠、分娩和
产褥期并掌握一定哺乳知识和
技巧，养育一个聪明健康的小宝
宝。内容具体、全面，欢迎孕产
妇前来听课。时间为每周六的
9：30-10：30，地点在妇幼保健院
三楼产科门诊宣教室。

二院

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孙玲珍提示：坐月子洗不洗头事小，产后抑郁不得不防

时间

周六

周日

专科

心内科（上午）

消化内科（上午）

内分泌科（上午）

骨科（上午）

眼科（上午）

医院、专家、职称

江苏大学附院专家姜正南主任

江苏大学附院专家何亚龙主任

江苏大学附院专家俞力主任

解放军359医院专家

江苏大学附院专家 肖寿华

多年来，二院建立了一支
经验丰富、服务优良的产科医
护人员队伍共计 45 人。二院
产科建立了高危产科、病理产
科、孕期营养专科、妊娠期糖尿
病及产后康复保健专科等特色
专科，长期与上海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南京市妇幼保
健院、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开展
合作，与之形成良好的人员培
训、技术指导、科学研究、疑难
病会诊和双向转诊等多方面的
合作关系。

二院正式成立“孕产妇危
急重症救治中心”，为孕产妇和
家庭带来福音。常年开设高危
妊娠门诊，接受基层医院高危妊
娠的转诊及会诊，规范开展高危
孕产妇筛查、干预和随诊，并开
展遗传咨询、产前筛查、产前诊

断、优生优育等项目，在重度子
痫前期、前置胎盘、产后出血、妊
娠期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等
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产时实行全程动
态胎儿监护，确保产程中胎儿宫
内安全。同时开展自由体位分
娩、无保护接生等新的助产技
术，大大降低了会阴侧切率。
2007年便率先在丹阳地区开展
椎管内麻醉镇痛分娩，在实践中
不断进取，取得良好的效果。二
院开设丹阳第一家产后康复治
疗中心，引进了国际上
先进的产后康复仪，运
用国际标准和技术，及
时对产妇的乳腺、生殖
道、腹肌、盆底肌进行形
体康复，减少了妇科、乳
腺疾病的发生率。

孙玲珍 产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毕业于扬州大学医学
院，曾多次在镇江第四人民医
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等医院进修深造。擅长妇产科
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各种疑难杂
症的诊治，尤其擅长高危产科、
病理产科的处理、熟练开展妇
产科各种手术。在省级期刊上
发表论文数篇。多次被评为

“优秀工作者”“先进个人”并荣
获丹阳市级三等功二次。

骨科（创伤外科）
创伤外科拥有专业的医疗护理

队伍，融合全国著名的上海华山医
院技术力量，创办多年来，已成功开
展各类手术数千例，给广大患者带
来了福音。加上和359医院军地结
对协作，成为359医院（全军肌体伤
残治疗中心）协作医院后，359医院
骨科专家定期来丹门诊、手术和会
诊，救治更有保障。此外，359医院

还为转诊开辟了绿色通道，以减少
伤残，抢救生命。

开展业务：（1）骨科创伤（2）人工
关节置换（3）腰椎间盘突出（4）断指
（趾、肢）再植（5）拇指再造、肌腱、血
管、神经损伤修复（6）手足外伤畸形
矫正、先天性畸形纠正等手术。

咨询热线：86982636

产科：为了第一声哭，更为了无数次笑

注: 如遇特殊情况，专家门诊时间或有变动，预约咨询电话：86989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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