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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本报讯（杨茜柳 摄影报道）“6
年前，初踏棕西小学校园的你们稚

气未脱，现在已经不会再被叫小朋

友了；三年前，初入棕西中学校园

的你们天真烂漫，如今已经是翩翩

少年。”日前，成都市棕北中学西区

实验学校举行 2021届毕业典礼，

老师们为即将毕业的六年级、九

年级学子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一张张难忘的照片、一个个

青春的笑脸、一幕幕精彩的瞬间，

记录了孩子们在学校成长的印

记。老师们一句句意味深长的叮

咛，为孩子们送上最真切的祝福，

全体学生起立、拱手，三拜恩师，

大声喊出“老师，您辛苦啦！”

家长们也参与到孩子的毕

业 典 礼 中 。 在 这 个 特 殊 的 时

刻，孩子们道出对父母的爱，

爸爸妈妈们亲手交给孩子一封

书信，用文字给孩子送上最好

的毕业礼物。

毕业生们向学校赠送了精心

装裱的书画作品——《三载沾时

雨 一生沐春风》，表达对老师、对

母校的感谢，棕北中学西区实验

学校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校长李

鹏程，副校长罗群代表学校接过

这份沉甸甸的礼物。副校长赵

忠、洪林为毕业生颁发了学业完

成证书及毕业纪念章。

毕业典礼在师生合唱《凤凰

花开的路口》的温暖歌声中落下

帷幕。学生们纷纷表示，将带着

对母校的眷恋，带着阳光的心态，

带着在校园里和同学一起追寻的

梦想，踏上新征程。

协同育人
挑战下更需价值认同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帮助孩子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

一个台阶。”“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

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近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话语，让人们重

新认识与审视家庭教育的重要价值。

重庆市教科院德育研究所副所长

杨昌弋认为，从教育本身的发展来看，

如今教育正在经历自身形态的内在逻

辑变革：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教

育重心从注重知识技能传授变为关注

学生的价值与品格成长，教育形态由

学校教育向关注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引

导孩子学习转变，教育关系由师生关

系向师生的共生关系变化，而教学方

式则将从班级的集体教学向学生自主

构建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现实变化，催生出“家长、

社会捆绑教育”等对家校社共育的挑

战。“只有价值认同才能够形成教育合

力，任何技术、方法和策略都不解决家

长的教育价值观念认同问题”，杨昌弋

认为，要认真思考家校社协同教育的

实践逻辑在哪里，而首要需要解决的

问题就是价值认同。

什么是好的家校社协同教育？在

杨昌弋看来，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

活动中应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线，以生活价值观教育为基础，

以生命价值观教育为支撑，建构学生

的价值世界。

家长需要怎么做？“做家长需要智

慧。”成都市教科院院长罗清红在这一

点上体会很深。时间拨回 2004年，罗

清红身为成都七中教师，在对学生日

常生活的观察中，“带领学生外出参加

比赛，在公共场所被人投诉吵闹”“家

长送学生贵重生日礼物，宠溺孩子”诸

如此类的现象让他逐渐意识到学生教

育特别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从此，一幅理想的七中学生画像

在罗清红的脑海中浮现——“轻言细

语展高贵气质，谦恭礼让显优雅风

度”。立规矩、养习惯，罗清红推动校

服规范、问候老师、慎用手机、礼貌进

出校门等细节养成，这成为成都七中

学生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中的“黄金

法则”。

此外，罗清红还让“以礼待之”的

理念深入家长心中。“不少家长认为孩

子是自己的私有物品，不尊重孩子的

想法和行为往往产生若干问题。”他强

调学生和家长之间的价值认同，以礼

相待，正视孩子的成长，收获了在家校

共育上立竿见影的效果。

罗清红认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无论是情感、时间还是空间上，都需要

家长付出很大的精力去照顾孩子、陪

伴孩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导孩子

成长，成为孩子的榜样，这在协同育人

中非常重要。

课程建设
发挥学校主导者的优势

“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教育是主

导，社会教育是保障，自我教育是关

键。”杨昌弋说。家校社协同育人，只

有厘清三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

从何处下手。

学校教育在家校社协同育人中扮

演什么样的角色？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附属实验小学校长雷春认为，家

校社共育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而应

该成为一种行动。但就当前的环境和

条件而言，学校应该发挥主导者的优

势，引领带动家庭教育不断走向成熟。

在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实

验小学（以下称省教科院附小），从课

程建设、技术建设、活动建设三个层面

形成了家校共育的教育生态。

“家庭教育关注的是作为教育者

的成年人，是构建家长的主体性教育，

是为了使‘家庭中的教育者’成为合格

的‘教育者’。”雷春介绍，课程建设上，

省教科院附小将家校共育课程打造为

“教师引领类课程”与“父母教育类

课程”两部分。教师引领提供专业的

教育指导，确保全学段贯通的教育指

导理念生根；在父母教育课程中，家

长委员会、家长讲师团等群体在学校

建立的沟通、管理以及展示平台上大

放异彩。

“学校教育引导家庭教育回归理

性、科学的状态，家庭教育则反作用于

学校教育，提升甚至倒逼学校实现教

学能力提升，二者达成双赢。”雷春说。

对课程的重视，同样发生在四川

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在学校，“七十二

行育人”课程希望建设一座“城市”，模

拟社会中的72个行业。

“通过七十二行，学生们在课堂内

外体验快乐，在小学校中感受大社会，

在模拟的小城市里感受大世界。在分

段课程实践活动中体验职业角色，培

养公民素养和财经素养。”四川大学附

属实验小学校长刘晏介绍。

“我在妈妈的演播室播音呢。”“我

们到花鸟市场调查。”“我是税务官，我

们现在在税务局现场办公。”……认真

体验，认真感受，在一场场接触职场、

走进社会岗位的实践中，学生们增长

见识，收获认知。

同时，家长们当起了导师。“给在

部队的爸爸寄上鲜红的红领巾”“上阵

父子兵，和爸爸一起张罗着卖‘张飞牛

肉’”……欢声笑语背后，是班主任和

家委会认真研究课程实施方案，出谋

划策的日日夜夜。

“参与中，家长成为了儿童正向

行为的示范者，成为教育关系纽带的

建立者，这样的家校共育课程让学习

真实发生，让成长真实实现。”刘晏

说。

“家校协同建立了彼此信任尊重、

换位思考、相互鼓励的和谐家校关系，

形成了矛盾一起化解、困难一起克服、

问题一起解决、学习一起研究的家校

合力。”重庆市巴南区教师进修学校德

育教研员周小均说。

创新探索
体验式实践创育人平台

“活动周期：一学年。第一阶段，

2020年 10—12月进行社会资源调查，

学生意愿调查；……第五阶段，2021年

5—6 月汇集成果，制作班刊。”一本详

细的“行业观察”计划书出现在成都七

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八年级 1班的学

生活动中。

这是一次关于认识行业的主题社

会实践。学生们进入电力、司法、医

疗、工程、金融等各行各业实地探访考

察，社会的模样第一次清晰地呈现在

他们面前。

除了社会实践，学生们还参与了

家庭实践。七年级“我来当家”，从

家务劳动开始，建设温馨的家”；八

年级“史说我家”老物新说，理解家

与国命运休戚相关；九年级“荣耀我

家”采访家族“牛”人，引导价值追

求。全校1600余名学生分学段投入到

回归家庭、认识家庭主题实践探索

中。

在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体系在学校“让生

命精彩”的教育理念中形成新生态。

“学校以主题体验式实践方式丰

富教育方式，解决体悟不深的问题，以

资源整合汇集家校社力量，改善协同

育人状况。”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

区校长周利介绍。

家校社协同育人不仅需要活动，

还需要平台。2013 年，一所“家长大

学”在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新城小学诞

生。专题课、必修课、沙龙课等系列课

程，围绕“如何经营夫妻关系”“如何管

理情绪拥有好性格”等主题开展，干货

扎实，引来家长好评。

“每年 11 月评选出 365 个育人金

点子案例，每天在微信平台给家长推

送1则优秀育人案例，让优秀育子经验

得以借鉴、学习，用一个个小家庭影响

教育大家庭。”重庆市渝北区空港新城

小学校长陈中梅介绍。

学校每一届一年级新生的爸爸妈

妈、带孩子的老人在领取通知书当天

全员参与培训学习，坚持了 10年。“凡

是有家长参加的亲子活动必有家庭教

育培训学习”成为学校推动家校育人

的基本要求。

“家长大学”成为家校共育中为家

长量身定制的成长平台。在该校，起

始年级“连心桥”、家长驻校督学、家长

进课堂、家委会与学校联动等“四大行

动”提供家长的成长机会。

如今，学校家长与学生关系“从

管到伴”，从管家到成长伙伴；家长

与教师关系“从看到干”，从旁观教

师到辅助教师，从要求教师到成为教

师；家长与学校管理者关系“从评到

管”，从提要求到负责任，从委托教

育到共同教育。

10年，2000个家庭改变家庭关系、

5万人次家长参加学习、家长走进课堂

上课 1500 节、家长培训感悟 10000 余

份……“家校合作的方向不是把家庭

变成学校，而是让家庭更像家庭。”陈

中梅说。

暑假如约而至，女儿早就期待这一

天了，因为我和妻子给了她一个承诺，

让她这个暑假过得丰富多彩。

女儿今年小学毕业，即将步入初中

了。“绝不能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

理，让很多家长带着孩子铆足了劲去参

加各种补习，本来一个好好的暑假，就

这样被各种培训班占领了。其实，以前

的我也跟许多家长一样，生怕孩子少学

了什么。但现在，我决定把孩子的休息

时间还给孩子。与其给孩子各种辅导，

不如给孩子快乐学习的能力。

和女儿一起科学规划暑假，是我们

做的第一件事。女儿高兴地制定了学

习内容和时间表，在征求我们的意见后

稍作修改。什么时间起床、什么时间睡

觉、什么时间做暑假作业、什么时间看

课外书等都有规划。给孩子一个多彩

的暑假，并不是放任孩子自由式散养。

一个对时间有规划的孩子，肯定会格外

惜时。

接下来，我们带着女儿开展暑期活动

了。女儿爱做手工，我们便带她去陶艺店

报名学习，每天时间不定。在做陶艺的过

程中，女儿展现了她特别的想象力，能把

坛坛罐罐做成形状各异但又不失美观的

工艺品。我曾观察过女儿做手工的场景，

她非常专注，格外认真，看起来也很享受

制作的过程。不久，各种陶制手工被女儿

摆在了她的房间，逢人就介绍她的杰作。

看得出来，这些手工让女儿很有成就感。

游泳是女儿很早以前就想学习的，

只是我们以没时间为借口一直未果。

这个暑假，游泳也提上日程。我们常常

带着女儿去游泳，我便是她的游泳教

练，耐心教她蛙泳和仰泳，兴致来了还

一起潜泳。女儿常常感慨游泳很神奇，

静静地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身体还不

会沉下去，那感觉真好。

女儿爱历史，喜欢刨根问底地追问

那些历史典故。于是，我们计划好行

程，去省博物馆、去看西安的古城墙以

及特别有历史感的秦始皇兵马俑、去观

赏洛阳龙门石窟、去参观了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等等。女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买回了一大摞历史类书籍，准备先仔细

研究研究。

当然，我们还准备带着女儿去做几

次义工，主要是在福利院照顾老人和在

医院当陪护，帮助孤寡老人洗头，给不

能下地的病人以帮助，让她在体验中收

获成长，培养社会责任感，体会帮助别

人的快乐。

我问女儿什么是最快乐的，她说做

自己喜欢的事最快乐，这句话对我触动

很大。孩子，既然暑假属于你，你就尽

情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吧，我们会许你一

个多彩的夏日。

许你一个多彩夏日
■ 赵自力

成都市棕北中学西区实验学校举行2021届毕业典礼

带上梦想，去书写灿烂青春

突破家校合作困突破家校合作困局局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届家庭教育论坛侧记

家校共育面临哪些挑战，又有何对策？社会发展对家庭教育提出了怎
样的价值要求？中小学校在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中有何最新的教育教学成
果？日前，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届家庭教育论坛上，专家学者以及一线
校长们，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一幅崭新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
育画卷逐渐清晰起来。

■记者 陈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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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上，学生感恩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