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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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应成为现阶段
家教工作的主阵地

座谈会从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家庭教育的职责范围不明确展开

讨论。调研组组长、四川省教育厅社

会与民办教育处副处长李睿提到，有

的学校不重视家校合作，家庭教育全

靠家长的个人素养；有些家长比较有

想法，却稍显“用力过猛”，与学校教育

形不成合力，甚至起到反作用。家庭

教育教什么、谁来教、怎样教，又如何

形成合力？厘清这些问题，成为了目

前推动家庭教育工作提质增效的第一

步。

“家庭教育，应该从广义的、狭义

的两个层面来理解。”绵阳市市委宣传

部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科科长李红五认

为，广义的家庭教育，就是围绕家庭成

员素质提升所做的一切工作。首要就

是做好顶层设计，把家教工作融入到

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中，例如，绵

阳市即将在六月发布的文明条例就融

入了家庭教育的部分。

其次是为各部门做好协调、宣传

等工作。李红五认为，广义上做的家

庭教育更多是家长教育，通过宣传部、

文明办等做好理念上的引领，妇联、关

工委、社区、学校等开设活动和课程来

落实推进。最终就落到狭义层面上

来，即孩子在某个成长阶段，家长如何

对孩子进行教育。

如同省内大部分地区一样，绵阳

市的家教工作都由妇联牵头来做。涪

城区妇联联合教体局、文明办、家属

会、社会组织、社区等，形成了社会化

家教的工作模式，“5:30课堂”、少年宫

等以儿童为主体的活动参与度很高，

但家长教育方面就有些力不从心。

涪城区妇联主席路春玲提到，此

前妇联联合社区办过一次讲座，费了

很大的功夫宣传，来的家长却远远达

不到预期。后来，妇联跟教体局合作，

发动了学校的力量。那一次，“家长的

响应之多之快，我们根本不用在宣传

上操心，效果也很好。”路春玲说。

家庭教育工作离不开学校，这一

点，座谈会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且不

谈家长对学校的支持配合，对许多家

长而言，学校是获取信息的主要渠

道。“很多资源网上就有，但家长不知

道。”调研组成员、自贡市解放路中学

党总支书记吕志康说，“有时是家长看

到了，才知道原来这方面也是需要学

习的，是可以提升的。”

并且，学校作为教育发生的主要

场域，可以为家庭教育提供许多线索

和切入点。

绵阳市剑南路小学二年级班主任

王娟回忆，刚带一年级那会儿，班上有

的家长还像孩子上幼儿园时一样，问

孩子中午吃的什么，怎么不发照片？

玩热了，换帕子没？喝水没？孩子转

变了角色，家长也需要转变观念。有

的家长给孩子买很好看的组合橡皮、

变形文具盒，结果孩子上课就玩这些

东西，影响听课。

“这些家长注意不到的小问题，老

师是清楚的。从实际出发去给家长

讲，文具怎么选，小学和幼儿园需要注

意的地方有哪些不同，有针对性地讲，

家长是愿意听的。”王娟表示。

在走访学校的过程中，李红五发

现，凡是家校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学

校组织的活动就运行得好，老师的工

作就轻松，整个教育生态的循环就很

流畅。找准家长的需求，有针对性地

提高阶段性认知，对家长家教能力的

提升有相当的促进作用，对学校教育

的推进、孩子的成长发展也是如此。

针对性、分阶段，让
家庭教育切中痛点

把孩子的在校生活作为家庭教育

的一个切入点，把学校作为家长教育

开展的平台，有针对性、分阶段地开

展家教工作，绵阳中学已经在实践。

既是教师、又是绵阳中学学生家长的

王娟，就从绵中的家教课程中获益匪

浅。

绵阳中学从学生高中三年的阶段

性特征入手，开发出了三年六阶段的

课程。绵中党委副书记苟文斌介绍，

高一上学期，针对家长普遍对孩子高

期望的特点，课程的主题是“理念与格

局”，引导家长理性看待分数；高一下

学期涉及分科，主题为“规划与选择”，

引导家长结合孩子的爱好、学情、人生

规划，合理选择；在分化明显、“问题”

骤增的高二，课程引导家长要做“坚定

的守护者”；在高考在即、压力巨大的

高三，课程引导家长相信孩子、支持孩

子，做“有分寸的守望者”。

配套课程的是专业的团队。绵阳

中学成立了家庭教育工作坊，专兼职

家长教育培训讲师30人。针对不同类

型的家长需求开设周六选修课，涵盖

教育理念、家长成长、亲子关系、夫妻

关系等板块。

“初高中阶段恰恰是问题集中爆

发的阶段，但普遍来看，小学的家校合

作比中学更紧密一些。”调研组成员、

遂宁市教体局思想教育宣传科科长张

薇对中学的家校合作尤为关注。无论

是在平时工作还是此次调研中，张薇

发现，幼小阶段的家校互动普遍都做

得很积极，家长对孩子的学校生活参

与度比较高。然而，越到高年级，老

师、家长、孩子的注意力都倾向了学

习，家校活动以家长会为主，而家长会

也是以成绩为主题。

张薇表示，这种现象虽有其合理

性，但在学生心理问题爆发相对集中

的初高中阶段，家校对孩子心灵的关

注不应松懈。绵阳中学的做法是很好

的案例。

然而，推广绵中的经验是有难度

的。苟文斌介绍，参加讲师团的老师

一来自己有意愿，二来有一定的能力

基础，再者，学校也有经费保障。一些

专业经验不足、经费不够的学校很难

支撑起这样成体系的课程。对此，苟

文斌给出的建议是，用好家长会。

传统的家长会一般是在大型考试

之后举行，还是以成绩为中心在安

排。绵中把家长会调整到了学期初，

让家长在学期初就清楚学校一学期的

阶段工作目标和安排，引导家长对本

学期如何做好家长工作心中有数，把

注意力放到关注子女的成长上来。

至于资源问题，李睿建议，可以借

助妇联、社区的平台，关键是要建立起

合作的机制。绵阳社区大学以社区教

育网络体系为平台，在各县市区打造

出了丰富多彩、因地制宜的家教项目，

然而家长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李睿

认为，如果社区能与中小学合作，借助

学校的号召力，这些资源就能得到更

有效的利用。

成为学习型家长，让
家庭教育回归家庭

目前，对家长的教育以学校为主

要平台和阵地，而最终还应落在家长

对孩子的教育上来。“家庭教育，根本

还在家庭。”调研组成员、四川师范大

学终身教育研究所所长何光全说，“关

键在于家长能否建立起终身学习的意

识。”

一方面，无论学校、社会提供了什

么样的资源，如果家长不重视，那么就

算听了课也无法内化于心。另一方

面，家长有了终身学习的意识，这种学

习的态度会影响到其生活方式，也给

孩子树立了榜样，起到润物细无声的

教化效果。

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西园村社区

负责人张丽平就明显感受到了家长对

孩子的影响。自从来到社区负责相关

工作，张丽平会把自己的心得感想分

享给两个孩子，这种“为大家服务”的

意识在不知不觉中也感染了孩子们。

学雷锋日，小儿子从学校回来的第一

件事就是告诉妈妈，今天参与学校环

境治理了，感到很骄傲。同时，张丽平

表示，身兼社区负责人和家长两个身

份，她也一直在寻求学习的渠道，主动

去了绵阳社区大学进修。她告诉两个

孩子：“妈妈也去上学了，我们 PK 一

下，看谁学得好。”

不过，并非每位家长都能有张丽

平这样主动的态度。何光全认为，态

度和习惯的培养本身是一个反复的过

程，无论是讲座还是亲子活动，都需要

家长长期参与才会真正起到效果，而

非只是一时的“热血沸腾”。有老师反

映，有时家长来听了一两次课表示深

受启发，但一回到家，再面对同样的情

况，还是会回到老路上去。

因此，不光家长要努力，家长课

堂的主办方也可以在形式上多下功

夫。除了宏观层面上的理念引领，还

可以多设置具体的场景，活动与案例

相结合，让家长既能学习到理念，又

能学习到具体的方法。“家长愿意来

了，我们的工作才算真正落实了。”

何光全说。

“总的来说，在各方的努力下，家

长的家教意识在增强，社会各个层面

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增加，这

是我们家教工作能进一步发展的良好

基础。”李睿在对此次调研工作进行总

结时，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要完善机制，为各部门、学

校、社区间的工作做好协调配合，顶层

上有设计，方向上有引领；二是各层机

构应各司其职，落实好自身工作的同

时主动对外合作，不能只靠校长和老

师自己的一腔热血支撑；三是参与家

教工作的一切人士，都要立足于家长

的需求开展工作，为家长提供真正有

效学习的平台，不论是理论层面还是

实操层面，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孩子放学回家，不是学习而是玩；

作业书写不规范，字迹歪歪扭扭如杂

草；昨天买的文具，今天却找不到

了。……遇到这些，家长的第一反应

就是给孩子讲一大堆道理。

现实中，“讲道理”的效果却不尽

如人意。90%的“说了”“讲了”，孩子都

会忘得一干二净，依然我行我素，照错

不误。“讲道理”无效，为什么家长还常

常讲？绝大多数家长总认为自己不

讲，孩子不懂。所以，面对孩子出现的

问题，家长仍是讲。其实，问题的根源

就出在“讲道理”上。

教育孩子，最关键的不是讲道理，

而要这样做：

管理言行，做好示范
孩子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大

多来自家长。班上总有几个学生不按

时完成作业，我打电话告知家长，家长

却振振有词：“老师，我管过的，道理说

了一大箩筐，孩子就是不听，我也没办

法。”表面看，好像不是家长的错，是孩

子不听话。

我去家访，看见孩子在做作业，家

长在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孩子不时

用眼睛斜视着电视；家长陪孩子读课

外书，自己却心不在焉，不停地玩手机

……大人可以看电视，孩子为什么不

可以？大人不读书，刷抖音、逛淘宝，

为什么非要孩子多读书？这些现象说

明家长没管理好自己的言行，给孩子

带来了负面影响。

扪心自问，我们做家长的，是否起

到了榜样示范作用？要求孩子不看电

视，家长也要少看；要求孩子多看书，

家长也要适时放下手机；要求孩子不

发脾气，家长也要控制情绪，做到“不

迁怒”；要求孩子有礼貌，家长也应待

人有礼、谦逊友善。可以说，家长的言

行就是最好的教育。

放大优点，及时表扬
每个孩子都有缺点，家长要做的

不是训斥批评，而是戴着“放大镜”寻

找孩子的优点，引领孩子向善向美，慢

慢成长。

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哲学

家带着弟子来到荒地上，问：“地上那

么多杂草，如何除掉？”有弟子说拔掉

它的根，有的说用镰刀割掉，还有的说

撒上石灰。哲学家听后大笑，邀约众

弟子，明年再来这儿看看。第二年，

弟子们来了，发现地里的杂草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庄稼。弟子们

终于明白，除去杂草的最好方式就是

给地里种上庄稼。同理，改正孩子缺

点的最好方式就是发现他们的优点并

放大优点。

放大优点，及时表扬，孩子的表现

一定会越来越令人满意。比如，孩子

的书写乱糟糟的，家长指着某个写得

稍工整的字，表扬孩子：“看，这儿写得

多漂亮，如果都像这样，你的书写水平

一定会提高。”孩子成绩平平，有次小

测试竟然得了优，家长马上伸出大拇

指：“坚持的人总会得到回报，加油！”

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或满足孩子

一个小小心愿，他们的精气神会空前

高涨。

少有人在被批评的沮丧中得到动

力，更多人是在受到表扬的兴奋中获

得成功。让我们拿起“放大镜”，去发

现孩子的优点，高扬起表扬的旗帜，因

为，成功的教育正是在这种氛围里诞

生的。

面对困难，共同解决
孩子犯错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

要的原因是遇到困难不知怎么做，结

果做错了。这时，家长最应该做的，

不 是 讲 一 大 串 “ 正 确 却 无 用 的 道

理”，而是和孩子一起坦然面对，共

同解决。

比如，孩子常常丢三落四，不是文

具忘带了，就是课本忘在家里。此时，

家长应和孩子共同应对，为孩子理出

一个办法：做好作业后，及时整理文

具、书本，归类放进书包，第二天就不

会手忙脚乱。再比如，孩子总是赖床，

睡不醒，家长可以和孩子商量：启用闹

钟，什么时间作业，什么时间看书，什

么时间睡觉，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

到点就做，不拖延。有时间管理的活

动，既保证了效率，更保证了睡眠，一

举两得。

做好示范、及时表扬、共同面对，

比起“讲道理”，这些方式不知要好多

少倍。做个“不讲道理”的家长吧，陪

着孩子脚踏实地、快乐成长。

做个“不讲道理”的家长
■ 邱达官

家校社共育家校社共育：：如何合力同行如何合力同行？？

随着家庭教育问题的凸显和未成年人保护需求的提升，家庭教
育已不只是“家事”，而成为全社会关注和参与的“大事”。父母该如
何做好家庭教育？学校和社会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与家长形成育
人合力？

4月15日，四川省教育厅家庭教育工作调研组来到绵阳市，开
展了一场家庭教育座谈会，绵阳市各相关部门、学校、家长代表就各
自开展工作的成效、问题和需求进行了汇报，有关家庭教育的边界、
主体、阵地、开展方式等问题，在交流中逐渐明晰。

■ 记者 梁童童

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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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4月16日，调研组在绵阳市游仙区魏城镇桂花社区开展家庭教育工作调研。
（梁童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