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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斑驳画卷，有了优秀传

统文化打底，童眼也能去其糟粕，

观其华彩。为了深化以“读家书、

施家教、立家训、传家风”为载体的

“苏门情操”传扬活动，学校从2015
年起面向全体师生、家长开展了

“最美瞬间手机摄影”活动，收到了

不少孝亲敬老、家庭和睦、成长陪

伴等反映优秀家风的作品。

通过“最美瞬间手机摄影”活

动，将教育目标与家庭生活、社会

生活融为一体，涵盖了“苏门情操”

的诸多内容，在选择拍摄内容和角

度的时候，也融入了每个家庭的审

美能力。

“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环卫

工人还在打扫卫生，可是有的年轻

人边走边丢垃圾，一点都不珍惜别

人的劳动成果。”于是，徐熙恒同学

拍下了环卫工人辛勤工作的场景；

“高铁站的安检人员为了保证乘客

出入平安，总是耐心重复着同样的

动作，轻声细语地指导安检，他们

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感染着每一

个人。”于是，田梓羽同学拍下了

《高铁安检》的作品。

活动收集到的作品，多角度

呈现出眉山人的爱国情怀、邻里

帮扶、志愿服务、孝老爱亲、敬

业爱岗的生动画面。学校将获奖

作品进行提炼分类，分五期展

出，分别为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孝道。

作品一经展出，就吸引了师

生和家长的眼球，在潜移默化中

荡涤着每一个观看者的心灵。“以

前，看见菜市场门口卖菜的残疾

阿姨，觉得好笑，没有腿还坐在

滑轮车上卖菜。看了反映阿姨诚

信买卖的照片后，我很惭愧，阿

姨虽然残疾，却很有志气，还能

通过努力自食其力，真是了不

起。”王涛同学说。

“最美瞬间手机摄影，让和美

向上的社会镜像引领着每个家庭

的审美方向，提升着孩子们的审美

意趣。”田江作为活动组长颇为自

豪地说。地铁站飘扬的国旗、红色

旅游点的军礼激发着孩子们的爱

国情怀；国庆、春节坚守岗位的叔

叔阿姨，敬业精神让孩子们肃然起

敬；秩序井然的景区、孝老敬亲的

画面、热情相助的旅友，让友善的

人性之美充溢在孩子们的心间

……一幅幅生动的最美瞬间照片，

汇聚成一股股强大的正能量，让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词汇幻化

为生动可感的形象，在孩子们心中

生根发芽。

活动滋养了每个家庭“发现

美”的眼睛，培养了每个家庭“心向

美”的习惯。自从开展最美瞬间摄

影活动后，在学校、家庭、在双休

日，孩子们每逢看到感动人的画

面，都会惊喜地告诉父母：“快快

快，最美瞬间，拍下来，拍下来！”

“家风传承是年年岁岁、世世

代代的事情，苏门情操的传扬也是

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眉山儿女

的接力。”谈到苏门情操的践行与

家风家训活动的结合，田江说，这

将给每个鹏小人的生命历程留下

深深的烙印，让每一个孩子像苏门

三父子一样，成长为健康、向上、有

趣的人。

作为近几年的热门话题，家庭教育被列入教育部工作要点，强调要发挥家

长学校的作用，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密切家校合作。4月21日至23日，四川省教

育厅家庭教育工作调研组以“座谈会+实地考察”的形式完成了对眉山市、乐山

市两地的调研考察工作。

其中，眉山市彭山区鹏利小学以《学校引领家庭教育策略研究》课题为抓

手，以家风家训建设为载体，通过“读家书、施家教、立家训、传家风”，悟苏门情

操，立现代家训，传优秀家风，解决家校在培养学生“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上

结合不力、认识不到位、途径和方法缺失等难题，让人眼前一亮。

“培养什么样的人不仅仅是

学校教育者要思考的问题，同样

也应该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鹏

利小学校长田江认为，作为学校

教育工作者，要引领家长树立正

确的育人观念，学校教育和家庭

教育应该保持一致，即“培养具有

健康人格和全面发展的人”；同

时，要帮助家长正确认识家庭教

育的本质意义，家庭教育的缺失、

家长过度关注与控制都不利于孩

子的成长，适度的家庭教育才能

发挥最大效力。

在一次针对家庭教育的现状

调查中，田江发现，部分教师缺乏

系统家庭教育的经验，不重视学

习研究；大部分家长文化程度偏

低，缺乏教育素养和教育方法；学

校缺失家庭教育的系统性、科学

性和实践性，和生活实践脱节；部

分学生缺乏梦想、言语粗俗、习惯

不好，以自我为中心……

一项项调查结果摆在眼前，家

庭教育这块“硬骨头”不好啃，但同

时也让学校更明确了研究方向，坚

定了对家庭教育引领的决心。

在《学校引领家庭教育策略

研究》课题的指导下，一个由外聘

专家、校内教师、本校家长组成的

经验丰富的家教课堂团队迅速组

建起来，打造出较为完善、丰富多

元的家教课堂。

“家教课堂授课形式主要有

‘通识性授课’和‘问诊式授课’两

种形式。”田江向记者介绍，“通识

性授课”是针对基础课程，以学

校、年级为单位展开授课；“问诊

式授课”是班级教师针对家长提

出的热点问题和学生亟待解决的

问题进行梳理，列出家教课堂内

容菜单，由家委会组织筛选家教

课堂内容，然后教师设计教案、

家长撰写案例。“家长在整个过

程中积极筛选、设计、授课，充

分调动了家长参与家庭教育的主

动性。”田江说。

除了引领家长明晰教育理

念、优化教育方法，鹏利小学在开

发家长的教育力量，引导家长理

性参与到孩子的培养中，也下了

不少功夫。

2020 年春节，新冠病毒来势

汹汹，孩子们被迫宅家，老师们开

始“停课不停教”，各行各业的人

们纷纷投入到抗疫第一线……疫

情是场灾难，但同时又是一本珍

贵的教科书。教育部在给全国中

小学生的《十条建议》中提到“学

习疫情期间的典型人物和事迹，

增强正能量”，田江发现很多学生

家长奋战在抗疫第一线，这不就

是学生身边最鲜活的教育资源

吗？于是，学校向全体家长发起

了“我在第一线”战疫事迹征文活

动，潜心开发家长教育资源，先后

收到 40 多篇家长战疫故事，在学

校微信平台精选出34个家长战疫

事迹。

在疫情面前，家长用行动，让

孩子知道了什么是勇敢，什么是

英雄，什么是理想信念，什么是家

国情怀……如此多无怨无悔的奉

献，给孩子们上了最珍贵的一堂

课。

在田江看来，学校就是要承

担起引领家庭教育的责任，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和家庭

教育观念，丰富家长教育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方法，开发家长榜样

示范和陪伴成长力量。

“好家风的根基在哪里？”抛

出这个问题后，田江用“在家长

的素质里，在家长的学习里”的

回答解开了记者的疑惑。

在鹏利小学开展的一系列

项目化育人活动中，利用东坡文

化打造的“四家教育”——“读家

书、施家教、立家训、传家风”活

动最受欢迎，获得家长的积极响

应、热烈参与。

“通过读家书，让每个家庭

在经典中汲取传统的力量，接受

正能量的熏陶。”田江介绍说，在

“读家书”活动中，学校向家长推

荐了《苏轼人生风范》读物、《苏

门三父子，情操昭千秋》光碟、

《父母课堂》刊物，让家长在阅读

中明理践行，丰富育子理念，反

思育子行为，在借鉴中提升育子

能力。

四（2）班蓝楚乔的家长对此

深有感触，她在看了苏轼《记先

夫人不发宿藏》 里的程氏夫人

故事以后，深刻认识到自己在

教育孩子方面需要反省，应认

真审视自己，要身体力行地引

导孩子。

读家书活动对教师也产生

了不小的触动。老师们通过品

读东坡文化，对接现代家教理

念，和家长们共同分享育儿心

得。校工会主席王秀兰老师说，

父母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物

质需要的满足，还体现在父母的

陪伴上；美术教师余学莉分享了

儿子厌学的一段经历，她说，

具有良好家风，孩子在成长的

过程中最终会找到适合自己的

路前进。

在施家教活动中，学校召

开班主任与学科教师座谈会，

了解家长反映比较突出的家庭

教育问题，利用家长会点明现

象，讲明危害，提出应对策

略，并下发合格家长自评表，

家长根据学习所得，自查施教

经历，提出自身亟待改进的

2-4 项施教行为，作为自己的

行为调适指南。

“孩子的成长，我更着眼于

未来，着眼于孩子的终身需求。

教会孩子终身受益的东西，诚

实、善良、正直的人品，阳光、上

进、豁达的心态，自立、自强的能

力 ，幽 默 、开 朗 、合 群 的 性 格

……”在“我的育子故事”征文活

动中，家长们用深情的笔墨坦承

了自己在对接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心路历程，分享了自己在育子

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情真意切，

感人至深。

读家书、施家教，让家长们

对三苏门风有了比较全面的把

握，为促进全体家庭成员的知行

合一，鹏利小学又推出了“立家

训”系列活动。

2014年 9月的开学典礼上，

学校以微课堂形式，用简朴、易

于理解的语言阐释了家风家训

的概念；学生与家长一道商讨、

梳理、提炼、整理家训；在教师指

导下，学生与家长自主设计“家

训卡”，将自家家规（家训）以适

当的、自己喜欢的方式呈现。每

个家庭的家训作品书写规范、色

彩明艳、构思新颖，布置于班级

文化墙，成为校园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立家训过程中，各个家庭的

家训趣事异彩纷呈。五（5）班袁

佳榕家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家庭

讨论会，爸爸提出要“孝顺”，妈

妈提出要“守信”，孩子提出“大

人小人都要少上网、多学习”；五

（5）班田梓羽家整理出了《田氏

家训》“诚实善良、上进助人、勤

劳礼貌”；五（4）班乔丹家梳理出

了“治家之宝”，即礼让诚信，以

孝为先，勤俭节约，自立自强。

有了家训，还需要家庭成员

的共同遵守，才能达到三苏门风

代代相传的效果，因此，学校向

每个家庭发出了“传家风”的倡

议。

通过三段式家长培训，即期

初成长规划、期中成长诊断、期

末成长分享，强调家风形成的重

要意义，强调家长的榜样示范作

用，强调对孩子行为的过程管

理。

同时，为进一步了解、把握、

促进家风传承，学校还开展了

“我（我家）变了”为主题的征文

活动，提醒家长、学生有意识地

以此为行为指南，进一步提升家

庭成员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努

力营造和美家庭。

四（2）班的张婧妍在《我

家变了》中写道：“有了勤劳的

家训，我慢慢习惯自己的东西

自己洗，在周末也愿意帮助奶

奶、姥姥做家务，爸妈也变得

勤快了，家里充满了勤劳的气

息。”六 （3） 班刘钰蕊的 《定

家规后的变化》 分别写了“爸

爸篇”“妈妈篇”“偶篇”三个

专题，骄傲地表达家风的温馨

传承。孩子们普遍反映，共同

制定家训，大家能做到“记得

牢、常坚持、有作用”。

建立“家教课堂”，发挥学校引领作用 推行“四家教育”，促进好家风的生成

创意“最美瞬间”，培养孩子的家国情怀

悟苏门情操 立现代家训 传优秀家风传优秀家风——

好家风是送给孩子珍贵的礼物好家风是送给孩子珍贵的礼物

■ 记者 张文博（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