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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赞同家长购买学校指定的平板品牌吗？

赞同

16%

这是教学辅

助工具。

不赞同

应该给家长

选择权。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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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交宣）

前日下午， 广州交警会同荔湾区

教育局前往荔湾区博雅中英文学校，向

校方相关负责人通报其学校使用校车

标牌有效期失效的车辆运送学生，被执

勤交警在路面依法查扣的情况。

据了解，9 月 3 日早高峰期间，广州

交警设点开展校车整治统一行动。 早上

8 时左右， 在花地大道南沙尾桥海龙路

口整治点，执勤民警在先后对途经的车

牌分别为粤 AP22××和粤 AP21××的校

车进行检查时，发现两车所持校车标牌

均已过期。 经核查，两车均是广州市荔

湾区博雅中英文学校用于运送学生的

车辆，当时车上分别载有 24 名和 36 名

学生。 民警按照有关规定作出暂扣车辆

的处理，并现场组织该校安排符合规定

的校车对车上学生进行了安全转运。

9 月 5 日下午， 广州交警会同荔湾

区教育局前往位于荔湾区的博雅中英

文学校，向校方相关负责人通报了其学

校使用校车标牌有效期失效的车辆

（两

辆机动车所有人均为广州市荔湾区东

沙博雅实验学校 ）

运送学生，被执勤交

警在路面依法查扣的情况。 同时指出交

警部门经核查发现此次违法的其中一

辆校车曾于 7 月 17 日预约办理校车标

牌续期，但因提供的学校营业执照过期

被退办，后两辆校车标牌有效期失效的

车辆预约了 9 月 4 日再次办理标牌续

期，但在续期完成前仍在实施搭载学生

上下学的行为，表现出校方在校车日常

管理措施存在侥幸心理。 在通报现场，

交警部门和教育部门除了敦促校方须

及时查漏补缺，还要求其并尽快到交警

部门接受处理。

学生交5500元上智慧课，你怎么看？

有家长担心不交可能被调班，校方否认此说法并称所需平板及课程属自愿购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蔡晓素）

近日，家长王小姐向记者反馈，女

儿 9 月份刚上广州市海珠区江南

外国语学校， 日前学校开家长会

通知，计划在初一全年级推行智

慧教学，需要学生交 5500 元用于

购买平板电脑和学习软件，虽然

为自愿，但对于不购买平板电脑

的学生给予调班。 王小姐对此表

示不理解， 对学校的做法提出异

议。 昨日， 校方表示所需平板属

自愿购买，不购买的学生不会调

班，可继续留在原班学习。

今年 8 月， 海珠区江南外国

语学校针对初一新生召开了两

次家长会，通知学校在本学期期

中考后将推行智慧教学， 家长需

要为学生购买平板电脑和学习

软件，总费用是 5500 元，原则是

自愿。 在学校发放的教学通知书

上， 专门介绍了需购买的平板电

脑

（第五代施强乐课平板）

和课程

的使用说明，并发放了“学生和家

长意向回执单”，咨询是否自愿购

买，家庭困难是否申请资助，不购

买是否申请调班。

对于学校的做法， 有部分家

长提出了异议。 家长王小姐告诉

记者：“家里已有两个平板电脑，

再买一个就多余， 但是学校做法

让家长为难，如果不买，孩子可能

被调班。 ” 另一位家长张先生也

表示，看到这个通知时，内心并不

是太舒服， 并非家长出不起这个

钱，而是学校推行智慧教学，这样

做感觉有点强制性。

昨日，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该校刘竞

贤副校长， 她表示所需平板都是自愿购

买，不购买的学生可继续留在原班学习，

不会调班。 家长所说的 5500 元， 其中

2900 元是平板电脑的费用，其余的 2600

元是 3 年的课程费。

据了解， 江南外国语学校从去年开

始探索智慧课堂模式。刘竞贤告诉记者，

“学校推出平板电脑教学班，是以高效课

堂为出发点，让教学更精准，让学生学习

更主动。智慧课堂教学好处很多，比如在

课堂上，每讲完一个知识点，老师可以发

起快速问答， 方式不再是老师提问某一

名学生进行解答， 而是通过平板电脑将

问题进行推送，每名学生都能参与其中。

所给出的答案会传输到老师的平板电

脑。谁做对谁做错，甚至谁在做题时犹豫

了，这些信息都会直观地反馈给老师，为

老师进行针对性教学提供参考。 并且学

生的学习情况也会形成综合报告， 及时

反馈给家长和老师。 ”

对于没有购买平板电脑的同学该如

何跟进上课进度，刘竞贤告诉记者，课堂

上还有多媒体一体机的投影屏和黑板板

书，跟传统课堂学习是一样的。 此外，学

校也积极为困难家庭申请资助， 对符合

条件的贫困学生采用全部减免或者部分

减免的方式。 对于一些家长想用自己购

买的平板进入课堂， 学校也会积极和供

应商协商， 希望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让

学生用自己购买的平板用于智慧教学。

记者也曾就此事采访了海珠区教育

局，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信息化作

为推动课堂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手段

之一，是全球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合

法合规的前提下， 鼓励有条件有想法的

学校先行先试， 但是要求学校在推动过

程中要注意与师生、家长充分沟通，并坚

持自愿参加的原则。

校方说法 购买属自愿 不买不会调班

记者采访了部分初一新生家长，对

于智慧教学， 不少家长表示接受并交了

钱。家长林女士表示，非常支持学校推行

智慧教育，开学前交了费用，孩在所在班

级的大部分家长也同意，“实行信息化教

学是趋势，学校家长都是为了孩子好，在

能负担的情况下，这笔钱还是花得值。 ”

家长陈小姐则表示， 如果学校没有

能力为学生免费配备这些设备， 由家长

买单是合情合理，“这其实是对孩子教育

的一种投资，决定权在家长手里，若家长

觉得没必要，可以选择不买，学校还是会

有相应的措施去解决。 ”

也有家长表示， 学校这种做法无形

中给家长造成压力。家长张先生就表示，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5500 元价格有点高，

一些学生确实买不起， 家长肯定会担心

孩子学习是否会受到影响。 而学校应把

设备和课程成本价公开， 整个过程要公

开透明， 经得起质疑。 家长王女士也表

示，如果老师上课采用智慧系统，不购买

平板电脑的家长也会担心自己的孩子会

跟不上上课节奏， 一些课堂互动和课后

作业参与不了。

家长说法 大部分家长支持有家长表担忧

据了解， 目前广州已有部分中小学

推行了智慧课堂， 采取师生人手一台平

板电脑上课的模式。

去年， 广州市第五中学在高二年级

推行平板电脑上课。 五中校长裘志坚介

绍，从目前实施的效果来看，智慧教学可

以大大提高老师的课堂效率， 学生预习

复习更方便。 而学生上课所需要的平板

电脑由家长自行购买， 并不要求一定要

买智慧教学设备供应商的平板品牌，家

长可根据需要购买自己喜欢的品牌，再

到学校安装相应的学习程序便可以使

用。

五中高二学生刘同学告诉记者：“目

前所有高考科目上课基本都采用平板电

脑， 课前老师会通过平板电脑推送预习

作业， 我们可以提前了解到课堂上的知

识点。对于预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

自己会更有针对性的在课堂上进行学

习，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掌握了学习

的主动权，学习更加有兴趣。 ”

他山之石 五中学生家长可自行购买平板电脑

用标牌过期校车接送学生 荔湾一学校被通报

海珠区江南外国语学校的智慧教学课室。 信息时报记者 蔡晓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