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吴红霞 胡彩）5月26日，成

都市金兴北路小学开展了“成长，我们

共同的约定——武侯新教育家校共育

项目云端分享活动”。

本次活动由武侯区教科院教师发

展中心、武侯区新教育实验区建设办公

室、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新教育研究中

心、成都广播电视大学芙蓉女子学院主

办。武侯区新教育实验学校领导和种

子教师代表、部分全国新教育种子教师

以及家长共计 2000余人参与了线上直

播。

活动分为“诵情谊”“话课程”“展收

获”“广视野”“树榜样”5个篇章，展示了

以金兴北路小学新教育“家校共育”项

目为缩影的武侯新教育“家、校、社会线

上线下同心共育新模式”。

“课程引领”是金兴北路小学“家

校共育”的一大亮点。在“道德引领

人生、知识成就未来”办学理念的引

领下，该校建立起了亲子阅读、家长

导师和家长成长 3 种家校共育课程样

态，帮助老师、学生、家长及社区结

成了深厚的情谊。

活动邀请了武侯区家长总校特聘

教师、成都广播电视大学芙蓉女子学院

院长商雪梅和金花街道陆坝社区委员

康和莉共同解码家校共育的“奥秘”。

两位专家从实践探索、课程建设、社区

联动等方面，结合家校共育国际国内的

先进做法，带来了专业的指导和建议。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对本次活动

进行点评。他建议，家长要多一些儿童

视角和儿童眼光，对孩子多一些理解和

包容，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孩子和家长

的共同成长。

武侯区新教育推进办公室负责人

叶兵表示，未来，武侯区新教育建设

办公室将在持续创新开展“爱生活、

爱阅读”亲子阅读视频大赛、“家校书

香云端共读共建活动”，常态开展“线

上线下学生家访全覆盖”，探索“院校

家庭及社区家校共育”等系列活动

中，为促进智慧新父母、幸福好师生

的成长而努力。

成都市武侯区举办新教育家校共育项目活动

云端分享家校共育“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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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爱劳动的孩子长大更
优秀

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对波士顿地区

456名儿童做过一项长达 20年的跟踪

调查，发现：爱干家务的孩子和不爱干

家务的孩子相比，长大后的失业率为1:15，
犯罪率为1:10，爱干家务的孩子平均收

入要高出20%左右。此外，这些人的离

异率、心理疾病患病率也较低。

日本在调查“儿童时期做家务的

经历与职业意识的关系”时也发现：儿

童时期家务经历越多，职业意识越强；

在家中帮忙打扫或整理的儿童，长大

后更愿意从事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

“各种研究表明，爱劳动的孩子长

大会更优秀。”姚嗣芳试图从对身边人

的观察中，解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一个从小就很优秀的学生，到国

外留学时，听说妈妈生了重病，请假回

来全心全意照顾妈妈，这段特殊的经

历，让他彻底长大了。一个小朋友在

作文里写照顾小弟弟的故事，特别不

容易，妈妈很忙，弟弟要吃、要喝、拉

了、闹了，她不断地想办法，尽量不给

妈妈添麻烦。

“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责任、担

当意识就慢慢建立了。”姚嗣芳说。

儿女有担当，首先要父母给机会。

姚嗣芳举了一个相反的例子，一个孩子

从小是“学霸”，却在读研不久退学了。

因为他的妈妈把所有家务活包办了，小

学阶段帮孩子穿衣服、牙膏挤好，初高

中时也一样，孩子从不做家务，到了大

学，妈妈直接搬到学校旁，照顾孩子的

生活，导致孩子除了学习好，别的什么

都不会，别人玩的、谈的，他都插不上

嘴，终于跟妈妈吼出了心里话：“你自私

的爱，把我变成了一个废人。”

一位爸爸是博士后，事业上很优

秀，但妈妈却抱怨他“只会工作，不会

生活”，打鸡蛋都不会，跟孩子也不聊

天，甚至亲生父亲病危，他一句“忠孝

不能两全”就转身走了，女儿用歪歪扭

扭的字给他写了一封信，也没有回应。

学业、事业上优秀，但不能给自己

和家人带来幸福感，非常遗憾。姚嗣

芳认为，成长中的许多问题，都能通过

劳动教育来解决。小时候，孩子通过

劳动，体谅父母的不容易，长大后，这

些孩子能够主动担当，尊重他人的付

出。劳动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和生存问题，更在于对未

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引领，劳动中孩

子能收获全面发展、综合素养，有责

任感、有担当、善于合作、敢于创

新、有奉献精神……更重要的是，借

助这样的载体和生活化的教育情境，

让孩子的身心自主、自立发展。

劳动教育≠做家务
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劳动教育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

容，直接决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

劳动技能水平。”国家层面，劳动教育

决定国民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

平，国家将在课程、师资、基础条件等

方面进行建设。姚嗣芳认为，家庭作

为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是他们品德养

成的源泉所在，家中处处是劳动的“训

练场”，家庭在劳动教育上发挥重要而

不可替代的作用。

“劳动教育为未来的人生奠基，为

未来的幸福储值。”姚嗣芳认为，劳动

教育在“五育”中是基础和土壤。劳动

教育是让孩子拥有幸福生活能力的奠

基教育，父母越舍得用孩子，孩子长大

后越有担当，也越有能力去面对未来

生活中的一切。

阻碍我们培养爱劳动的孩子，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走入了观念和

方法的误区。

姚嗣芳认为主要有三个误区：首

先，参加劳动不等于劳动教育，家庭劳

动教育不等于单纯的生活技能教育。

劳动不仅指做家务这类生活技能，还

有社会实践等，并且有劳动不一定有

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让劳动生发教育

意义。其次，劳动不等于体力劳动，劳

动教育包括但不能局限于体力劳动的

锻炼。家庭劳动教育不是单纯的劳其

筋骨的磨砺教育。第三，家庭劳动教

育不能作为惩罚孩子的手段。把劳动

当成惩罚手段，会让孩子厌恶劳动，觉

得劳动是可耻的。

开展家庭劳动教育的五
条建议

如何在家庭中开展有效的劳动教

育？姚嗣芳给出了5条实用建议：

第一，树立正确的劳动教育观

念。通过劳动教育让孩子成为和谐发

展、人性丰沛、有尊严、有能力的一代

新人。把让孩子劳动，变成让孩子在

劳动中获得成长。并且让劳动回归日

常、回到经常，让劳动成为孩子的一种

习惯。

第二，用心设计，智慧鼓励，培养

勤劳的好孩子。家长寻找合适理由：

可以故意示弱，有意偷懒，让孩子分担

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让孩子感觉

被需要，培养孩子的责任心；给孩子积

极心理暗示：肯定孩子的劳动付出，哪

怕孩子做得不好，也以鼓励为主；让孩

子体验劳动的乐趣：发现孩子的爱好、

特长，鼓励孩子做喜欢和擅长的事，从

而感受到劳动乐趣。

第三，以身作则，持之以恒，形成

长效机制。让孩子服务自我，比如洗

袜子，准时起床等，生活小事常坚持，

家长决不让步；劳动中注重亲子互动，

让劳动有温度、有情感；让劳动成果惠

及家人，影响同伴，学会用制作的手

工、美食等主动表达爱；家长示范带

动，手拉手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舍得放

手，分步指导，传授劳动窍门，注重过

程，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帮助孩子体验

成功与自信。

第四，顺应时代发展，劳动形式多

样。劳动教育应该与孩子的日常生

活、社会生活关联起来，从三方面规划

孩子的劳动教育内容：日常生活劳动，

我们最为熟悉的家务，个人卫生、居家

整理、膳食烹制等；生产劳动，孩子虽

不是生产力，没办法参与社会生活，但

可以了解、观察，比如到农村体验劳

动、参观印刷厂、跟父母上一天班等，

了解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劳动，体验劳

动的艰苦，从而对普通劳动者具备同

理心和应有的尊重；还有服务性劳动、

公益性劳动，带孩子参加公益劳动，服

务社会，锻炼自己。

第五，姚嗣芳提醒家长，劳动教育

要适时，任务要适量。遵循由简及繁，

由易到难。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已经

具备的能力来适量分配，既不要失去

挑战性，又不失去自信心。

“只有家庭、学校、社会都积极

行动起来，以家庭为主阵地将劳动教

育融入孩子日常学习和生活，才能真

正为孩子的幸福生活奠基。”姚嗣芳

说。最后，她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句

话做总结：“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

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

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

解。”

本次讲座收到家长们的热烈反馈，

3000余名家长在线观看，并积极提问与

专家互动。据了解，锦江区社区教育学

院自 2011 年开始面向市民定制课程，

2016年，开始开展“百场家庭教育送教”

活动，每年向社区、学校提供家庭教育

主题送教活动100余场。2020年，为防

疫需要，同时让优质课程覆盖面更广，

“濯锦讲堂·家庭教育云课堂”正式上

线，目前，已开展4期活动，从主题设计

到专家选择，均对家长有吸引力，切实

解决了家长们的教育难题。

“你不要吼我爸爸！”

为唤醒更多家长的教育意识，做到知行合一，《教育导报·家教周刊》邀请高级教师、成都市蓉府阳光幼儿园园长归云特别打造“云老师教育知行录”专栏。

你平等地对待家中每一个人了
吗？

我们通常会用很多温馨浪漫的
词语来感性地描述家人以及家庭生
活，但是我们真的这样做了吗？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注意尽量平
等地处理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关系，对
待孩子要和蔼可亲，对待老公要亲切
自然。我不想像很多家庭里的妈妈
一样，前一秒钟还和蔼可亲地跟孩子
交流，下一秒钟脸转向自己的老公，
声音、语调、语气立刻发生180度的变
化，变成耳提面命。如果再遇到一个

慢性子的老公，瞬间怒气就会被点
燃，让孩子觉得莫名其妙。这样的情
形在孩子幼小的心里会留下怎样的
印象，孩子会怎样看待这样的妈妈？
又会怎样看待妈妈这一前后矛盾的
行为呢？我们必须时刻警醒，我们到
底给孩子怎样的示范和在孩子心中
树立了怎样的形象？

然而，我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
那天，孩子爸爸忘记了给大女儿青青
打卡，班主任老师的电话打到我这
里，想到这已经是他第N次忘记这个
事情，又被班主任电话追问，我心中

的怒火瞬间爆发。回家一看，二女儿
采麦在看动画片，孩子爸爸在一旁看
手机，又想到刚才班主任的那通电
话，气不打一处来。在一阵耐心交流
让采麦把电视关掉后，我转向孩子爸
爸，大声呵斥了他。这种情况下，即
使我是对的，即使孩子爸爸有错在
先，通常情况下他也会辩驳一番，这
个时候我就更加生气了，结果可想而
知。采麦在一旁先是莫名其妙，再是
被吓得“哇”地大哭，我在想，那一刻，
她的内心一定害怕极了。

晚饭过后，我说：“采麦，妈妈

带你到楼下玩玩吧。”她突然转头看
向我说：“你不要吼我爸爸！”小小
的她声音掷地有声，那一刻，我感
到很惭愧，我没有办法给小小的她
讲清那么多的道理，但我知道，她
还处于那种槽糕的感受和情绪中，
也许里面仍然还夹杂着一些害怕。
想到这里，我赶紧说：“是的，对不
起，妈妈不该大声吼爸爸，妈妈应
该给爸爸道歉。”在一旁的老公看到
这样的场景，听到我的话语，他也
感到惭愧极了。他立刻说：“爸爸也
做得不对，我们都要改正，我们一

起去楼下玩吧。”采麦点点头，这场
硝烟才彻底平息。

我们可以为事业花很多时间来
学习，准备知识、技能，懂得礼让
同事，为什么不愿意花时间来为家
庭学习呢？很多家长想方设法希望
孩子成长成才，就是不愿意改变自
己。而家长的改变和坚持其实是开
启教育之门的第一把钥匙。改变就
像是打开一扇门，“改”是过程，
“变”是结果，“改”需要你从细微
处做起，日积月累，有一天，你就
会习惯成自然。

云老师云老师
教育知行录

名师谈劳动教育——

家长的远见：教孩子从劳动中获得幸福感

以前，说到理想，小学生都会说：想当医生、老师、科学家，近年来，小学生的理想

变了：想当老板、明星。去年，一个孩子竟然说：想当贪官。

这是四川省特级教师、成都师范附属小学语文教师姚嗣芳分享的案例。她认为，当今社会不少

人崇尚一夜暴富、不劳而获，淡化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社会上有重智轻德，重分数轻劳动的现象，背

后的根源是劳动教育的缺失。

近日，《教育导报·家教周刊》“家教有约”栏目联合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濯锦讲堂·家庭

教育云课堂”，邀请专家、名师分享家庭教育理念，为家长们指点迷津。本期，我们邀请到特级教师姚

嗣芳，“聊聊家庭中的劳动教育。”

姚嗣芳以从教30余年的教育观察串起了孩子从小学到成家立业的成长历程中，劳动教育如何发

挥作用，并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劳动教育的现状、重要性，给出了家庭开展劳动教育的方向。

■ 记者 胡敏

姚嗣芳

四川省特级教师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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