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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的时光里，我见证和陪伴了

众多的孩子成长，与每一个孩子都有

一段不可复制的故事，或欢乐、或悲

伤、或感动、或遗憾……

谈起故事的主人公小覃（化名），

这孩子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书

写工整、成绩优异，还是班级的数学

课代表，他的身上就凸显着两个字

——“优秀”。然而，这一切的美好都

被一次抄袭事件给打破了。

一年前的某个下午，班上的几个

孩子报告说小覃抄了同学的作业，为

了弄清事情始末我将小覃单独叫到

办公室。

起初，小覃狡辩说是因为试卷印

刷得不清楚，所以借了同学的试卷看

看，当我表明要将另一个当事人叫来

问话时，小覃却改了口，承认了自己

的错误。面对小覃的诚恳，我也不想

过分苛责，然而，小覃接下来的表现

却让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在我心

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还没来得及教导，小覃突然情

绪失控地大哭起来，这让我措手不

及。我急忙安慰小覃，待他情绪渐渐

稳定后，我询问他大哭的原由，小覃抽

泣着嘟囔：“我就知道他们会告我的

状，大家都不喜欢我，全班都讨厌我。”

“全班都讨厌我”几个字不禁令

人感到心颤，这孩子看似阳光开朗的

外表下到底藏了什么委屈会让他有

这样的想法呢？我接班不久，平日里

看他与大家也是相处和睦快乐的，难

道另有隐情？为解开疑团，我追问：

“能告诉老师为什么吗？”。

小覃迟疑了片刻后回了三个字

“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呢？你讲出来老

师才能帮助你啊？”我更加疑惑。

“妈妈说，这些事情自己知道就

好，不要讲出来。”小覃带着坚定的眼

神回答我。

经过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

说后，小覃才将心中的“委屈”吐诉出

来。原来，作为课代表的他经常管着

班上孩子，个别孩子会有一些语言上

的抨击，敏感的小覃觉得大家不喜欢

他，这样的想法长期压在心里得不到

倾诉，渐渐被他放大，变得有些偏

激。对此，我告诉他：“作为课代表协

助老师管理班级是你的职责，可能有

的同学会因此不高兴，但是事后他们

会明白的，甚至还会对你心存感激

呢。平日里大家和你一起玩得很开

心，说明大家还是很喜欢你的呀！”

“不是的，是我主动去找他们玩

耍的，我担心他们不喜欢我，所以特

意去找他们玩的，他们开心了，就不

讨厌我了。”小覃立刻解释道，生怕我

误会了什么似的。

为了得到大家的认可，故意去迎

合别人，他小小年纪为何会有这样的

想法？我带着疑问追问：“为什么要

这样去讨好他们呢？”

“妈妈说要和同学搞好关系。”小

覃低声回复。

又是“妈妈说”……和大多不听

家长教导的熊孩子相比，小覃的确是

听话的乖孩子，也是难得一见的将父

母的话牢记于心并努力去执行的孩

子，想着这些却让我觉得心疼，我摸

着他的小脑袋说：“孩子，妈妈的话你

可能理解错了。妈妈是让你学会包

容和理解，和同学们和睦共处，而不

是违背自己心意去迎合讨好别人。”

小覃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事后联系了

小覃妈妈，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妈妈听后苦笑着叹了口气说：“吴老

师，您刚接班不久，不了解小时候的

小覃。他低年级时对同学不友善，爱

说别人坏话，爱抱怨，我就教育他不

要老把这些小事放在嘴边。对于我

对他讲要和同学搞好关系这点，的确

是我用语不当。”说到这里妈妈突然

沉默了，欲言又止，为了打破尴尬的

气氛，我说：“谢谢您的分享，让我认

识了一个不一样的小覃。”此时，妈妈

又开口说：“其实应该谢谢您，不瞒您

说，我和他爸爸很早就分开了，他低

年级出现的性格问题我担心是因为

父爱的缺失造成的，我希望他能沉稳

大度一些，做个小男子汉，所以平日

里我会刻意把他当成一个小大人，所

以，可能沟通的方式不太恰当，以致

他会误解我的话。”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

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小覃身

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妈妈的话”对

孩子的影响很深，但是，却取得适得

其反的效果，值得我们反思，妈妈的

初衷是好的，如果与孩子沟通时能解

释得细致一点就好了，孩子毕竟还是

孩子，很多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离不

开我们的引导。

现 象
互相互相““甩锅甩锅”，”，削弱家校合削弱家校合力力

“家庭和学校如果边界不清，就

容易互相‘甩锅’。”四川创新教育研

究院院长纪大海谈到，现在家校之间

由于职责不明晰，互相推诿的情况时

有发生。比如，凡是孩子的学业成绩

出现问题，家长会把所有责任推向学

校，总是质问“学校是怎么教的？”

在纪大海看来，如今有三方面的

家校矛盾比较集中：第一，关于家庭

作业，到底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还

是家长的作业？第二，当孩子出现需

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家长引导，还是

学校引导，还是共同引导？第三，当

孩子学习成绩出现问题，到底是老师

教得不好，还是家长不能准确辅导？

“在孩子的德性成长方面，是‘甩

锅’最厉害的。”纪大海说，学校往往

认为是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没有做

好，而家长认为是孩子在学校学坏

了。这也是如今很多家长在择校的

时候，往往比较关注学校校风好不

好、学风好不好。

对于纪大海谈到的“甩锅”现象，

新都区德育与宣传科科长史美表示很

赞同。在课题研究的前期调查中，她

和课题组成员发现，区域家校边界模

糊、关系紧张的现实问题亟待解决。

在家校共育的现实中，部分家长过度

干涉学校事务，家庭对学校出现信任

危机，学校肩负了超出其自身的家庭

教育职责；部分学校家校之间责权边

界模糊，家委会作用不明，学校缺乏指

导家庭教育的能力；而另一方面，随着

新都区不断涌现的外来务工子女、新

市民子女的家庭教育问题，新时代家

长对学校教育的高标准要求，家长的

亲子陪伴质量不高，及特殊类型家庭

的家校合作问题等。这些矛盾都在逐

渐削弱其合力形成，对教育生态造成

不同程度的影响或危害。

“孩子的教育问题，需要多方合

力解决，不能总是推卸责任。”纪大海

说，一个孩子的行为习惯、学业成绩

好与不好，这是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不能一味地归咎于某一方面。

归 因
缺乏换位思考缺乏换位思考++期待值落差期待值落差

“学校和家长的立场不同，家长

几乎都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天才’，是

立足于个体的，而学校教育则是面向

全体。”四川创新教育研究院学术委

员杨艳芳说，许多家长往往对孩子的

期望值很高，对学校的要求很高，而

这样的期望值只是站在自己的立

场。例如，希望学校食堂能提供什么

样的餐食、希望学校能给孩子提供怎

样的教育……但学校是面向全体的，

只能在兼顾全体学生的同时，照顾到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往往又无法满

足家长的期待。

学校一旦没有达到家长的期待

值，家长就会怪罪学校“太差”，学校

也会认为是家庭教育不得力。而在

不同层级的学校，家校共育还面临着

完全不同的情况。

新都区清流学校是一所乡镇九

年一贯制学校，校长刘元红面临的家

校问题，更多地是家长“缺位”。农村

家长大多数外出务工，孩子往往在祖

辈的陪伴中长大。家庭教育能力不

足，孩子缺爱是一个普遍现象。

在20多年的教育生涯里，刘元红

处理过很多棘手的问题。比如，有孩

子总是三天两头旷课，联系家长却联

系不上，或者家长不配合，根本没办

法沟通。还有一次，她深夜接到学校

值班人员打来的电话：“快来，刘校

长，有人来校门口砸门来了，说是要

接娃娃回去。……不听任何解释！

快来！”最后调查发现，是家长喝醉酒

来学校闹事。

而位于新都区城区的香城中学

则面临截然不同的情况。学校外事

处主任黄林玲介绍说，香城中学的家

长职业分布主要为机关单位工作人

员、个体经营户等，总体而言非常支

持学校工作。但因为家长受教育程

度和对教育认知的不同，许多家长常

常“用力过猛”，对孩子太关心，期待

太高，从而造成孩子压力太大，产生

一些心理问题，这对学校的工作产生

的影响都是反向的。

在新都区城郊结合的锦门小学

也面临类似情况，德育处主任范小娟

告诉记者，作为一所新建校，学校接

纳了周边大量失地农民家庭的孩子，

这一批新市民往往会经历一个家庭

教育观念急剧转变的过程，而这个过

程，如果学校不正确引导，就会引起

许多家校矛盾。

“家长和学校归因都不一样，但都

不‘自我归因’。”纪大海谈到，家长和

学校对学生的期望值很高，同时又互

相抱有较高期望值，最终互相产生期

望值落差。不同学校遇到的不同情

况，其实都在于一个“落差性评价”。

而往往这样的“落差性评价”是揠苗助

长的，本身也就不符合教育规律。

观 点
““人格成长主要在家庭人格成长主要在家庭，，

全面发展在学校全面发展在学校。”。”

“权责边界一定要明晰，总体而

言就一句话：人格成长主要在家庭，

全面发展在学校。”纪大海说，例如涉

及学生心理、人格、德行以及社会性

的一些东西，这是家庭需要负主要责

任的。我国《家庭教育法》的征求意

见稿之前已经下发，等正式出台后对

家校权责可能还要细分，但主要的方

向应该是这样。

作业如何批改，成绩如何提升，

家庭只能是尽可能地辅导，但绝不是

家庭的主要责任，家庭的主要责任在

于孩子“成人”的问题，“成才”主要在

学校。这个“主要责任”其实强调的

是一种“主战角色”。校风不好，家庭

教育的效益肯定减半。但家庭教育

缺失，也会让孩子的成长可能变为

“5+2=0”，都会让效益减半。这其实

要求家庭、学校要有“主战意识”。

那么，在目前家校共育的权责边

界不够明晰的情况下，学校和家庭应

该如何处理？

纪大海给出了 6 条建议：任何时

候都需要建立“平等”关系，家校之间

尤为重要；家校沟通的频次需要提

高，有研究发现家校关系的改善与沟

通频次成正相关；家校沟通不能以某

一偏执价值观为基础，要建构一个通

识性的基准；划定权责清单，比如通

过合约、章程等方式；家校共育的方

式方法应该有更多形式和更多切入

口，而非仅仅是家长会；学校要承认

现在家庭教育情况参差不齐的情况，

并提供积极引导和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与家庭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在一次接受《中

国教育报》采访时也谈到，讨论家校

职责以及边界问题，重要的是制度建

设，要用相应的制度来保障。

例如，北京四中的一位副校长介

绍经验说，孩子们进校第一天，学校

就跟家长有沟通，告诉他们作为四中

学生的家长应该做好什么。这种做

法在国际上非常普遍，很多国家都有

类似的制度或相应的保障措施。苏

格兰就有一种“家校合同”，清楚写明

学校的办学理念，比如“办成充满关

爱的学校，对全体学生提供具有挑战

性的教育，提供充满关爱和安全的环

境”等，然后老师签字；也规定家长必

须做到哪些，学习上、行为上、活动

中、午餐时……各个方面都有具体条

款，家长阅读以后，如果接受就签

字。她建议可以借鉴这样的制度，这

是保障双方不互相越权的一个非常

好的措施。

“听妈妈的话”可能适得其反
■ 成都市新都区泰兴小学 吴静

家校共育家校共育
边界在哪里边界在哪里？？

近日，四川省级教育科研重点课题《教育生态视角下区域新型家校关系实践研究》的开题论证会在成

都市新都区举行。新都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在开题汇报中谈道：“区域家校边界模糊、关系紧张的现实问

题亟待解决，希望通过研究厘清家校共育的权责和边界。”那么，家庭和学校的权责，是否需要明晰？家校

共育究竟能否厘清权责边界？家校共育，各自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引发了当天与会者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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