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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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丰盛的家庭教
育“自助餐”

1月12日，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

学校“家长品格成长营”准时在官方微

信号上更新。这期的主题是“朋友遇

到困难了应该怎么办？”通过绘本推

荐、亲子游戏、好好说话以及家庭评价

单四个板块，给家长在家庭场域培养

孩子感恩他人的品质提供了“脚手

架”。“家长品格成长营”每周二更新，

目前，已有 13 期，涉及专注、有序、爱

国、感恩、友善等多个品格如何在家庭

场域中培养。

1月13日，七年级学生刘默涵的爸

爸在学校公众号上分享了如何和孩子

成为朋友的故事，给孩子讲自己儿时

“失败”的经历，鼓励孩子失败是成功

之母，带孩子旅行开阔眼界，留意孩子

行为背后的想法和情感。他认为最重

要的是，把孩子当作独立的个体，在和

孩子平等对话中找到教育的契机。刘

默涵爸爸是第五位在学校公众号上分

享家庭教育故事的家长，身边人的分

享让家长们更有亲近感。

1月14日，圣菲学校品格教育年会

上，除了师生分享外，还有一个特别环

节：三位家长谈家庭中的品格培养。

有的分享学校“有序”品格的培养如何

在家庭中延伸和固化；有的分享家庭

中品格培养的经验，就是专注地完成

每一件事；有的分享孩子遇到困难时，

家长怎样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

理解孩子、做好榜样，从而让孩子学会

坚持。开展家长座谈会也是家长发展

学院的一个项目，邀请家长到学校就

某个话题进行讨论，在碰撞中交流经

验，相互促进。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圣

菲学校的家长发展学院做到了每周更

新，该校家长通过家长发展学院的各

种活动学习育儿知识成为一种常态。

“家长发展学院以‘儿童本位’和

‘家长自我成长’为主线，通过一系列

线上线下家庭教育主题活动，推广正

确的家庭教育方法，帮助家长树立正

确的教育观念。”圣菲学校校长夏雪燕

介绍，家长发展学院的五大项目各有

侧重：“家长品格成长营”，通过系列文

章给家长提供培养孩子品格的实操策

略；品格故事爸妈，是邀请家长讲述

自己和孩子的故事，帮助其他家长在

故事中获得思考；家长课程，主要是

线上线下专家讲座，通过专家讲座的

形式提升家庭教育理念；家长座谈

会，邀请家长围绕热点话题进行讨

论；家长工作坊，变传统家长会“老

师说，家长听”的形式为“家长说，

老师听”，把家长会当作交流家庭教

育方法的机会。

圣菲学校品格教育工作室教师周

建军参与了整个家长发展学院的策划

和组织工作，在他看来，学校坚持多年

的家长进课堂、爸妈义工队、家长开放

日、家长在运动会中当评委等做法，属

于家长学校的 1.0版本，让家长走进学

校参与孩子教育过程，帮助家长了解

学校教育，从而在家庭中更好地做延

伸；家长发展学院是 2.0 版本，学校要

回应家长对家庭教育方法的迫切需

求，帮助家长获得家庭教育理念和方

法上的提升。

“通过五大项目，家长发展学院建

立了较为系统的家庭教育资源，帮助

家长成为与孩子共同成长的终身学习

者。”周建军认为，这就像是营养丰富

的“自助餐”，家长需要什么可以自行

取用。

教师关注学生，也关
注家庭

家长发展学院需要老师给家长提

供方法的指导，繁忙的教学任务中，时

间如何保证？老师们能胜任吗？

“家长品格成长营”每周更新，怎

么做到？学校品格成长营工作室成

员、道德与法治教师冯林琳介绍，品格

成长工作室有 21位成员，每一期的内

容都由老师们头脑风暴、共创而生，为

什么选这个绘本不选那个绘本，该选

择什么游戏，如何兼顾不同年段学生

的家长，都会在小组中讨论，并且品格

工作室还有四川新世纪品格教育研究

院学术院长杨霖等作为专家指导，给

了老师们很大的专业助力。“培养品格

不是讲道理，而是关注一些生活上的

细节。”冯林琳说，这些也从家长的反

馈中得到了印证。

班主任是家校沟通的重要桥梁。

班主任王梦珂是最早尝试变家长会为

家长工作坊的教师。她把教室座位围

成四个小圈，放上几瓶水、一束花，家

长们在温馨的气氛中相互交流意见。

在前期调查中，王梦珂对家长最为关

心的、最棘手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工作

坊中，家长围绕这些话题各抒己见，她

也作为班级的一员发表自己的看法。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所有的分享

凝聚成了集体的智慧。”王梦柯说，老

师还有额外的收获：对家长的想法更

了解，教育也更有针对性。班主任曾

兰慧也会在日常跟家长的沟通中关注

亲子关系，有时家长遇到困惑，她还会

充当“介绍人”，请这位家长向班里某

方面做得好的家长取经。

曾德惠是专职心理教师，她联合9
位有相关资质的教师成立了菲菲心语

工作室，为家长发展学院注入心理专

业力量。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他们制作了亲子共读的《心理关护手

册》。还通过心理筛查，密切关注孩子

的心理状态。曾德惠发现，今年孩子

们情绪波动明显比往年同期更高，除

了通过线上渠道给家长做指导外，工

作室还承担着个案咨询的任务，及时

发现孩子的一些异常，指导家长调整

教育方式，实现更好的沟通。“危机没

被及时发现就可能变成大事，及时化

解了就是小事。”曾德惠说。

家长多一分理性，多
一些方法

家长发展学院开办一年多，家长

的收获怎样？该校二年级学生家长马

小红表示，最大的收获是自己的“焦虑

症”好了许多。“现在对孩子的要求是

全面发展，孩子的学习、兴趣、习惯各

方面家长都要关注，有时看到孩子哪

里没做好就会很生气。听了家长发展

学院的很多讲座、看了很多文章后，自

己慢慢调整，逐渐找到一种平和的心

态。”马小红说。

最近，孩子同学的家长在学校官

方公众号上分享了陪伴孩子成长的故

事，马小红发现，每个家长都是第一次

当父母，自己遇到的育儿问题，其他家

长也会遇到，放下焦虑，陪着“蜗牛”散

步，孩子的成长会令人欣喜。

令学生家长刘艳蓉感触最深的是

一场家长讲座。华东师范大学“紫江

学者”特聘教授、小学《道德与法治》统

编教材执行主编高德胜到学校讲感恩

教育，“不要用假感恩绑架孩子”的观

点令刘艳蓉耳目一新，她特别认同专

家的理论：有爱不一定有感恩，没有爱

一定没有感恩，要在爱与体验中培养

感恩的品质，真正的感恩不是为了做

给谁看，而是由内心生发的情感。这

样高品质的家长讲座家长发展学院成

立以来已举办多场，主讲人不乏教育

部基础课程改革专家委员会委员成尚

荣等教育领域的“大咖”。

周建军认为，从家长学校到家长发

展学院，背后是对家长群体的新认识。

这是一群“70后”“80后”家长，他们价值

多元，对教育有更高的要求，对家庭教

育有一些碎片化的认识，因而也更容易

焦虑。学校通过家长发展学院的五大

项目，希望给家长提供更系统的家庭教

育知识，营造更生动的家长社群文化，

传递科学理性的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实

践方法。“家长某天看到孩子很生气，突

然想起哪篇文章、哪场活动，开始换一

种方法和孩子沟通，这就是家长发展学

院的意义。”周建军说。

2021 年新年伊始，在欢度新年之

际，又迎来了寒潮的光临。

住在城里，只感觉到有些寒冷，昨

晚临睡时，也只是看到朋友圈里的信

息——在飘雪。

今晨起来，迫不及待开窗往外看，

并未见雪，不免有些失望。出发去学

校上班。车驶过了二桥，眼前突然亮

了起来——山坡上、房屋顶、绿化带、

白茫茫的银装素裹，心里一阵欣喜。

抑制住激动，直至驶到富牛大道，在辅

道里停了车，下来拍几张久违的雪

景。……

还记得毛泽东《沁园春·雪》中“银

装素裹，分外妖娆”的诗句。虽然没有

那么旷远、深厚，但我觉得，这是我看

到的最美的雪景了。

到了学校，花草树木上白雪片片，

孩子们无比激动。

“老师，可不可以让我们去外面赏

雪景？”激动的孩子们围着我们一群老

师，齐声问道。

看到孩子们一双双渴望的眼睛，

这让我想起少年时下了大雪的情景：

看雪、堆雪人、打雪仗。又想到上一场

故乡的大雪还是遥远的 2008年，这是

孩子们有记忆的第一场雪，校园的雪

景毕竟太单一，野外的雪景多姿多态，

不能让他们错过这难得的雪景。

于是，我和行政以及班主任们商

量，大家意见一致，在必须保证学生安

全的前提下，师生一同到校外赏雪。

班主任们还特别提出一个要求，赏雪

归来要写一篇作文。

“保证完成任务！”孩子们异口同

声地回答着。

由班主任带着孩子们，连同行政

和老师们一起走出校门，一走到宛如

童话世界的白色田野，师生们的阵阵

欢呼声，打破了原本的寂静。

你看，那桔子树上、野草上的雪，

像玉一样纯、银一样白，她一定是从少

年的一首诗里出发，一路带着花香，拂

过明月，经过灯火阑珊，抵达我们土地

的吧？你看，那绵绵的白雪装点着大

地，琼枝玉树，粉装玉砌，浩然一色，真

是一派瑞雪兆丰年的喜人景象。

来到一片宽阔的地方，师生们停

下脚步。孩子们从桔子树上、野草上

抓起雪，互相打起雪仗来，还把雪团扔

向猝不及防的老师们。老师们也童心

大发，团起雪和孩子们打雪仗，平时较

严肃的师生关系一下子被雪融化。老

师之间也打起雪仗来，师生们的欢笑

声把雪都震得片片飞落。

“同学们，能不能背诵一些描写雪

景的诗句和成语呀？”一位语文老师提

出问题，老师们都说这主意好，“赏雪，

玩雪，还要咏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出自毛泽东《沁园春·雪》。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

纷。”出自唐代诗人高适的《别董大二

首》。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

雪。”出自唐代诗人岑参的《白雪歌送

武判官归京》。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绝句》。

…………

“孩子们真不错！”听到孩子们的

朗诵，老师们都竖起了大拇指。

“老师，还有成语呢！”孩子们又争

先恐后地背诵起成语来——“鹅毛大

雪、冰天雪地、白雪难和”“雪飘如絮、

阳春白雪、程门立雪”“风花雪月、傲雪

凌霜、雪中送炭”……这让身为老师的

我们欣慰不已。

“同学们，要把这些都写进作文。”

这罕见的雪，应该让孩子们留住这美好

的记忆，老师们又特别给孩子们提醒。

“老师，您看我们堆的雪人！”“老

师，我们一起合照！”“老师，我把雪装

在瓶子里了，奶奶说可以用来泡盐

蛋。”……孩子们兴奋地说。

回到学校，走进教室，看到孩子们

在作业本上奋笔疾书的样子，不禁又让

我生出感叹和思考：广阔天地，美丽的

自然才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教科书啊！

我们的教育教学不能只满足于仅有的

书本，不仅仅局限于有四方围墙的校

园，不能仅限于单一的说教，要让学生

走进大自然去感受、去体验，让他们真

正领悟到大自然之美，从而激发他们发

现美、欣赏美、赞咏美的潜能。

师生共赏新年第一场雪
■ 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土地初级中学 曾素容

四川师大附属圣菲学校建家长发展学院，让家长——

放下焦虑放下焦虑，，陪陪““蜗牛蜗牛””散步散步
■ 记者 胡敏（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近几年，国家对家庭教育越来越重视，全国各地家长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中也加强了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学校作为教育资源的

集中地、学生身心成长的研究所、家长家庭教育的交流场，是家长交流家庭教育经验、疏解家庭教育焦虑、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的最佳场所，家长学校的牌子挂上去之后，如何丰富形式、充实内

容，把学校办进家长的心里，真正让家长学校成为家长的好伙伴、好帮手？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学校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019年9月，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学校推出家长发展学院，以线上、线下两种途径开展，包含“家长品格成长营”、品格故事爸妈、家长课程、家长座谈会、家长工作坊五个板块，给家长

提供科学的育儿方法指导。家长发展学院收获了众多家长粉丝，不少家长表示“更懂孩子”“亲子沟通更愉快”。

家长圆桌会议

家长发展学院新年制作押花书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