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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最近，应邀为某校六年级学生家长作

了次讲座。没想到的是，讲完后，不少家

长围上来讨教，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我们父母的话，孩子越来越不爱听，怎么

办？”在其他学校作讲座时，类似的问题也

曾多次被问及，看来，这个问题具有普遍

性。此问题的实质，便是父母的威望正遭

遇缺失危机。

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对父母的话一般

是言听计从。到了十二三岁时，有些孩子

就开始不大爱听父母的话了，有些甚至对

父母的话非常反感。父母一开口，孩子立

即表现出厌烦的神情，或者直接回击“烦

死了”。父母的威望缺失，从孩子的角度

来看，与他们的成长固然有关联。随着孩

子知识与能力的提升，其独立精神、自主

意识和活动能力增强，对父母的依赖程度

下降了。但这不是关键。从现阶段来看，

父母威望缺失的主因还在于父母本身，特

别是下面两个原因——

不是内亲外清，而是边界模糊。内

亲，是指内部情感要真切热烈；外清，就是

外在行为要界线分清。哪些事情由父母

做，哪些事情由孩子做，边界应当明晰。

比如做作业，这自然是孩子的事，可现在，

父母或者在孩子旁边陪着，或者督着，有

的甚至直接代替；比如收拾书包，自然也

是孩子的分内事，可有些父母喜欢代劳；

再比如，读课外兴趣班，本应根据孩子的

兴趣来定，可如今很多都是父母根据自己

的理解来为孩子选择兴趣班。父母参与

过多，边界模糊，没了距离，容易造成孩子

无尊无卑，无大无小的局面，出现父不父、

子不子的尴尬。《论语》中有段对话，大意

是：陈亢问孔子的儿子伯鱼：“你在父亲那

里听到过特别教诲吗？”伯鱼说：“没有

呀。有一次，父亲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

里走过，他说：‘学《诗》了吗？’我说：‘没

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

我回去就学《诗》。又一次，他又站在堂

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礼了

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

得怎样立身。’我回去就学礼。我就听到

过这两件事。”什么事该由孔子来做？什

么是该由儿子伯鱼做？这里分得清清楚

楚。一个提醒，一个实行；一个庄重，一个

敬畏，父子间界线分明，保持着一定的距

离。你看，父亲站在堂上，儿子得快步走

过，父亲一说，儿子立即退而学之。良好

的关系应该是“远其子”，不要“近其子”，

更不能父子混同，职责不清。

不是率先垂范，而欲以昏昭人。你必

须保持前三名，你的潜力远没有挖掘出

来，你的目标应当是北大清华……有些父

母对子女的定位很高，还一再加码，可自

己呢，刚过不惑，就泄气了，觉得有没有出

息，全看孩子了。具体表现为：不读书，不

思考，没计划，没努力方向，更不敢去大胆

地实践创新。这种对子女高标准，对自己

低要求的作派，即使把全部的爱都投放到

孩子身上，收获的也只能是感恩，而不可

能从孩子身上收获敬仰和崇拜。责己重

以周，待人轻以约，在孩子面前，树立起榜

样，只有这样的父母，才能释放出威望之

光。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

父母威望缺失，也是因人而异的，所

有关爱孩子的父母，请掂一掂，我在孩子

面前的威望如何？再静心想一想，原因在

哪里？

四大主题活动，家校
共育成常态

最近，塘坎上小学开展“好家风

伴我成长”系列活动，其中一项活动

是拍一张全家福。拿着珍贵的全家

福照片，六年级学生家长钟睿感慨：

“这样的家校活动太好了，全家近十

年没有拍过全家福了。”由于孩子爸

爸是医生，工作特别忙，每次外出旅

行的合照里都没有爸爸的身影。拍

完全家福，一家子还坐在一起讨论

家风口号，最终“勤俭兴家，奢堕败

家”被女儿黄秋荣选中。钟睿发现，

现在女儿生活勤俭，“矿泉水都买最

便宜的”。

“好家风伴我成长”系列活动是

塘坎上小学家校共育四大主题活动

之一，包括“传家风，明家训”小手拉

大手演讲与朗诵比赛、听家长讲家

风故事、拍全家福记录幸福瞬间、

《父母教会我》主题征文、征集最美

家风口号等活动，活动中，家长和孩

子深入讨论家风家训，将共同价值

观凝练成文字。

另外三大家校共育主题活动

是：一年级的入队仪式，给家长发

放一张《入队仪式邀请函》，家长到

学校见证孩子入队的神圣时刻，和

孩子一起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亲手给孩子系上红领巾，回家给孩

子讲自己小时候入队的故事，重温

儿时的成长瞬间；亲子劳动教育，

邀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到学校劳动实

践基地，共同参与劳动，感受粮食

的来之不易；家长开放日，邀请家

长到学校，感受孩子一天的学习生

活，了解老师一天的工作状态。

从孩子一年级到六年级，钟睿

参加了很多次学校开展的家校共育

活动，她发现，老师在父亲节、母亲

节和重阳节都会让孩子为家人、长

辈制作卡片之类的小手工，通过这

些细节，增进家校之间的情感连

接。“这些活动不仅对孩子成长有促

进作用，家庭也更和谐、凝聚力更强

了。”钟睿说。

班 主 任 有 了“ 主 心
骨”，主动关爱学生

“家校共育最重要的是沟通。”

塘坎上小学副校长黄睿认为，除了

四大家校共育活动之外，日常家校

沟通机制，以及对教师在家校沟通

中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也非常

重要。学校实行年级组长制，家校

沟通中一旦遇到难题，教师会在年

级组长的主持下相互讨论如何化解

家长的困惑，年级组长就是有效解

决问题的“主心骨”。

“班主任有‘主心骨’，也有强

大的后盾。”塘坎上小学班主任冯巧

说，从班主任培训开始，每个班主任

都有年级组同事、政教部门以及后

勤等作为后盾。班级学习氛围如何

营造、家长会怎么开、家校沟通如何

做、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如何满足，都

有相关的培训和团队作为支持力

量。

冯巧的班上有一个智力障碍儿

童，刚入学时听不懂老师的要求，午

餐时间，冯巧常常满学校找这个孩

子，而如今，这个孩子能遵守课堂纪

律，性格阳光，这与各科老师的鼓励

以及充分保护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分

不开。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冯巧

还跟安保人员沟通，对于这个孩子，

一定要见到指定门卡才能让家长接

走。

学校老师还特别关心孩子们的

生活。冯巧在家访中了解到，学生

洋洋（化名）的父亲是民警，母亲工

作是三班倒，孩子作业辅导成问

题。于是，冯巧让洋洋每天到自己

这里来背诵和听写。洋洋特别懂

事，一次，冯巧忙工作错过了饭点，

到办公室一看，洋洋已经把午饭打

好放在桌上了。

“‘智慧教育，幸福人生’

的愿景需要家校携手并进实现。”

尹萍说，今年自贡市首次推行公

办学校集团化办学，以塘坎上小

学为核心校，自流井区的曾家岩

小 学 、 鸿 鹤 小 学 并 入 塘 坎 上 小

学，成为其分校，与现有的塘坎

上山水名苑小学校一起组建塘小

教育集团。面对新的挑战，尹萍

认为，集团校要实现的不仅是教

学质量的提升，还有家校共育文

化 的 营 造 ， 这 才 是 原 汁 原 味 的

“塘坎上教育”。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方案提出，强化一线学生工作。

各级各类学校要明确领导干部和教师

参与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落实中小

学教师家访制度，将家校联系情况纳

入教师考核。

将“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写

入正式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中小学家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

持，这不仅标志着家访作为科学的教

育方法和手段、载体再次得到重拾，而

且这也是对新时期学校和教师如何借

助家访做好学生工作的一种提醒和规

范。而将家校联系纳入教师考核内

容，更是对教育过程中突出家校沟通

联系原则的科学回归。

作为学校教育和学生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家访的作用和意义毋

庸讳言。对于每个人而言，中小学

阶段的教师家访都会成为难以忘却

的回忆。传统教育过程中，家访也

是学校和教师充分了解学生及其家

庭情况，指导家庭教育并促使教育

教学更加科学和富有针对性的重要

帮手，也是教育注重个性发展和个

体特色实现，因材施教的重要依据

和途径。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家访

也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延伸与

补充完善式干预。

中小学教师家访对于学生成长发

展和家庭教育质量提升而言意义重

大，但在承担教育责任方面，传统面见

式家访才是家访的表达主旨。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彼此之间沟通联

系的方式日益多元，远距离和不见面

的沟通日益成为互通有无的重要表现

方式，特别是手机、互联网等即时通信

工具普及以来，伴随着沟通联系功能

的日益精准和沟通物理距离的日益式

微，传统的家访越来越被现代化的不

见面沟通交流所代替。这样的沟通方

式虽然从便捷程度和消除见面家访瑕

疵的角度而言，是教育管理的进步，也

是家访方式的改革，但与传统家访相

比，这种无障碍式沟通其实存在潜在

的教育障碍。

一方面，采用及时通信工具家

访看似及时便利，但却只能是点对

点式的信息沟通，缺乏对学生家庭

真实情况的精准了解，对学生家庭

状况、家长层次、环境氛围、生活

情况，甚至是个体特长爱好等等，

缺乏深入到位的了解，更遑论对家

庭教育进行科学指导，构建家校联

系的共育桥梁了。另一方面，即便

及时性通讯再具备丰富的功能和表

达工具，但点对点的信息获取方式

还是会局限于内容的促狭与单一，

教育的互动与情感的交流特点，是

难以凸显的。同时，面对面的传统

家访中，动态互动和及时性信息的

交换利用，也让教育更有温度，更

能 调 动 家 长 和 教 师 和 谐 的 情 感 关

系、科学的育人关系的构建与确立。

传统面见式家访如果得到重拾，

是中小学生成长之幸，也是提升家庭

教育质量之幸，更是促使家校和谐沟

通和师生、家长之间无障碍交流的前

提和基础，其自身更显教育温度和情

感内涵。但家访也需要改革发展和不

断完善。传统家访作为重要形式和载

体，必须占据家访的重要比重，除此

之外，对于一些不需要面见了解的信

息沟通和表达，也可以依据实际情

况 进 行 及 时 便 捷 的 虚 拟 沟 通 。 比

如，电话交流、微信互通、网络留

言等等。但后者职能是辅助，传统

家访才是主体。

同时，家访的成效凸显，更有赖

于家访的方式、方法和沟通技巧。为

了避免家访陷入告状、一般性走访、

另有企图式沟通等误区和畸形，学校

和教育部门有必要制定科学的家访考

核评价机制，将其纳入教师考核体

系，并采取客观评价与家长评判、学

生评价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综合性评

估。更关键的是，教育部门和学校还

要将家访作为教师培训和家庭教育培

训的重点，纳入培训体系，引导教师

通过专业素养提升，达到会表达、会

沟通、会家访、会指导家庭教育的目

的。学校还要充分利用家长学校的桥

梁和载体，宣传引导家长、教师正确

认识其教育作用、价值和促进沟通、

构建家校共育和谐秩序的重大现实意

义，让家长和教师都正确面对、积极

参与家访，共同做好沟通交流，为提

高家庭教育质量、服务孩子全面健康

成长打下扎实的基础。

重拾家访，让家校沟通更有温度
■ 许朝军

父母威信丧失
有新因

■ 朱华贤

家校手拉手家校手拉手 成长心连成长心连心心
——自贡市塘坎上小学家校共育小记

从自贡市区“网红打卡地”釜溪
河滨河路转两个弯，一路上坡就是
自贡市塘坎上小学。到了上学、放
学时段，位于市区繁华地段的学校
门口站满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家长
如此重视孩子的教育，如何让家长
从门外走进门内，成为学校教育的

“合伙人”？这是塘坎上小学校长尹
萍思考得最多的问题。经过近几年
的探索，学校一系列家校共育主题
活动逐渐成型，家校共育成为常
态。我们欣喜地看到，教师能像家
长一样，更温情地关注孩子的身心
发展，家长也能站在教师的角度思
考，审视孩子的教育问题。

■ 记者 胡敏 何文鑫（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接过父母胸前的红领巾 学生给家长宣传创文知识感恩活动中，学生的摄影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