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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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夸大学校教
育的作用

现实生活中，在家校关系，尤其

是家长和老师的关系上存在一些误

区，给家校协同教育带来了一定的

阻碍，走出误区，才能让家校沟通和

配合变得更有效。

一些家长容易过分夸大学校和

教师的教育作用，无视了家庭和社

会的责任。学生学习成绩下降了，

是老师没教好；和同学产生了矛盾，

引 导 、教 育 的 责 任 都 在 老 师 身

上。……部分家长认为，孩子送到

学校，教育管理就是教师的事，因而

不理睬、不配合，学校或班主任负有

教育管理的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势

下，学校承担着很大的压力，只会过

分约束教师教育管理学生的手脚，

从而纵容了家长和学生的行为过

错。

如何正确认识学校和家庭教育

的作用，正确处理家长和老师之间

的关系，形成家校教育合力呢？下

面的这个故事，会给我们很好的启

示。

日本教育家多湖辉曾分享过这

样一个教育故事：一位植物学家的

儿子拿着一株不知名的小草请教老

师，但老师不认识。于是，老师和

颜悦色地对这个孩子说：“你的父

亲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你不妨

去请教他，老师也想知道小草的秘

密。”

孩子又来找老师：“爸爸说了，

他也不知道小草的名称。他还说，

老师您一定知道，只是一时忘记

了。”说完，孩子顺手把爸爸写的一

封信交给了老师。老师打开信，上

面详细写明了小草的名称和特性，

最后还附着一句话：希望这个问题

由老师回答，想必更为妥当。

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家长和老

师都会有自身的感触。老师是否应

该感谢像这位植物学家一样的家长

对教育的理解，对老师的支持以及

对老师权威性的维护呢？而我们的

家长，尤其是一些总爱指责老师的

家长是否也应该反思呢？故事中的

爸爸没有以植物学家的身份自居，

也没有当着孩子的面嘲笑、指责教

师学识浅薄，而是采取这样一种易

于接受的方式，既解决了老师在教

学中遇到的困惑，也维护了老师的

尊严和形象。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渴

望得到对方的理解与尊重，也只有

你先理解和尊重了他人，才能赢得

他人的理解与尊重。教育也是这

样，要营造良好的家校关系，构建和

谐、愉快的家校交流氛围，家长与老

师之间彼此尊重和理解是前提。

以谦逊的态度和
平等的方式交流

在家校联系交流中，家长不喜

欢老师居高临下、指手画脚的样子，

也不喜欢老师宣讲空洞的政策理论

和不切实际的大道理，而老师也不

希望家长一到学校就指责学校的不

是，指责教师的无能，把教育管理学

生的责任全推给老师。家长与老师

之间的联系交流，比如开家长会的

时候，我们应主动围坐在一起，像开

圆桌会议那样，进行平等而和谐的

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尽量多给对

方发言的机会，并耐心倾听彼此的

心声，让彼此之间充分感受到对方

的真诚和尊重。

此外，老师和家长之间的交流

还要注重方式，将集体的公开交流

和个别的私下谈心相结合。无论是

家长、学生，还是老师，都因为家

庭环境、自身兴趣爱好等多种原

因，存在着不同的个体差异，再加

上文化素质及个人修养的参差不

齐，我们不能用一把尺子、一个标

准来衡量，得区别对待。针对学生

出现的共性问题，可采取集体讨论

交流的方式，家长与老师共同开展

讨论，彼此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

法，再形成统一的见解。而对于个

别学生或家庭的某些问题，我们要

选择适当的方式私下单独交流，个

别谈心，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千

万不能因为某一方处置不当而伤害

了学生。

当家长和老师面对面处理某类

学生事件或问题时，如果对方情绪

激动，言辞过激，另一方要平静心

态，尽量避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比

如，当家长只听取了某些片面之词，

不了解具体情况，窝着一肚子火到

学校时，肯定容易情绪激动，态度不

好。这时，老师就应平静心态，让家

长先发泄情绪，但要引导他们不能

向学生出气，以免造成互相争执的

情况，激化矛盾。然后，耐心解释，

正确处理。等家长心情平静以后，

再向家长介绍事情的详细情况，也

可以找来了解情况的同事帮忙解释

说明。相信当家长弄清事实真相

后，会正确对待，更好地配合老师解

决问题。如果是因为学生的过失造

成家长和老师的矛盾，事后要采取

积极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耐心教育，

切忌伤害到学生。

叶圣陶曾说：“什么是教育，简

单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

惯。”家长应和老师保持一致，共

同致力于学生日常行为习惯的教育

和培养。如果双方在某个问题上出

现意见和分歧时，应在彼此尊重和

理解的基础上，先求同存异，再找

时间和机会，寻求最佳的方式，做

进一步的交流沟通，力求达成共

识。只有家校之间紧密协作，有效

沟通，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和全面发展。

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

一位老师的课堂引起了家长

的质疑。新课改要求在教学

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

创造性，注重启发式讨论。这

位老师便按学校指导要求，为

学生划分小组，鼓励学生们在

合作中共同进步。然而，这样

的授课方式却遭到部分家长

的公开质疑：“孩子自学挺好

的，没必要和差生合作。”“几

分钟就搞明白的题有什么好

讨论，不是耽误时间吗？”“课

堂上老师是主角，希望老师不

要推卸责任。”

家长对老师教学风格、教

育手段的点评、质疑，让教师

“不知道怎么上课了。”的情况

并不少见：有的家长私信批评

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合适，要求

老师修正；有的家长甚至在家

长会上公开指出老师应转变

教学风格，学习某某学校的

“先进经验”；更有甚者，明明

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却拉着孩

子找老师要说法，“孩子回家

就玩手机，从来不动笔，老师

怎么教的？”……

要知道，经过多年的改

革积淀，当前学校的教学内

容更为系统、科学，教师的教

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要求

也更合乎学生的成长规律和

教育规律，学生小组讨论、非

纸笔作业等新的学习方式被

广泛运用。如果缺乏相关的

学习和工作经历，家长即便

具有高学历，积累了成熟、成

体系的学习经验，也不具备

相应的专业素养，其“指导”

的行为和结果，势必让教师

难以认同和接受。

此外，家庭教育具有开

展德育、劳动教育以及情感

教育的优势，是培养学生良

好行为习惯和个性化发展的

主要阵地，需要家长唱主角，

学校只是指导和配合。学生

在家里养成的不良行为习

惯，或把这些不好的习惯带

到了学校，学校老师可以引

导，但主要责任还在于家庭。

家校协同是提高育人质

量的重要一环，需要家校双

方厘清权责界限，各司其职，

不越位、不让位、不错位。如

果家长把自己的育人想法强

加给教师，把本该家长承担

的教育责任推给学校，只会

让家校关系变得紊乱，对孩

子的教育有弊无益。

因此，家长要尊重、信

任、支持教师的育人行为，保

证教师在学校育人中的主导

作用，也要切实担起家庭教

育的应尽职责，不缺位、不越

位、也不让位。

孩子是家庭的未来和希

望，在孩子的教育上，家长有

一些焦虑情绪是难免的。但

在关心孩子的同时，还要主

动担起家庭的育人责任、合

理解决和教师、学校之间的

育人分歧。只有这样，才有

助于凝聚合力，求得家校协

作育人的最大值。

上周参加女儿学校家长志愿值周

服务，和我共同进行值周的是一名年

过古稀的奶奶，我到学校门口的时候，

她已经在签到了。

看见奶奶的第一眼，我的心里就

有些许不愉快，也许是职业问题，自己

是老师，知道学校邀请家长到校值周

的心理期望。奶奶签到时，记不住孙

子的班级、班主任老师的姓名、甚至连

自己的电话号码都回忆了好久，试了

好几次才写下来。

站在一旁等候签到的我很是着

急，但我还是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情

绪，微笑着对奶奶说：“奶奶，您这么大

岁数了，还要替孙子的爸妈到校值周，

真是辛苦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奶

奶摘下老花眼镜，看了看我，说：“孩子

爸妈都是做生意的，这个点哪有时间

到校值周，反正就是在门口站一会儿，

我来替一下，应付应付。”说着便微笑

着走向校门的志愿服务岗。

从奶奶的口中，我听到了以奶奶

为代表的部分家长对家校协作的态度

——他们认为家长志愿值周服务这项

工作是给家长添负担，没有实质内容，

也没有实质作用，就是做做样子。

长期以来，很多家长的观念都是

学校开学，将孩子送到学校就万事大

吉了。犹记得我们小时候，一到寒暑

假家长就非常头疼，特别是暑假，天气

热，时间长，我们与村子里的小伙伴到

处疯玩，最快乐的事就是用自制的网

兜捕蝉，或者一会儿跑到这块田地里，

一会儿又爬上那棵果树，玩得满头大

汗却高兴得不得了，没有家长的再三

催促，根本不想回家。家长们很是头

疼，总盼望着学校早点开学，挂在家长

嘴边的永远是那句：“开学把你们关进

学校就好了。”

虽然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

视家庭与学校的协作，并努力实施家

庭教育力提升工程，以期家庭与学校

更好地合作，共育未来。家校合作状

态，直接提供了孩子发展的资源、空间

和路径，学校、家庭、社会的有机融合，

才能产生教育的强大合力。但还有部

分家长，对家校协作的认识不够，行动

上也是应付了事。殊不知，随着时代

的变迁，学校越来越呈现开放办学的

姿态，如果不把家校合作纳入整个学

校的制度里面去，孩子的健康成长必

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家校协作是家庭和学校在教育学

生中共同的责任。作为家长，在家校

协作中应该履行哪些职责呢？我认

为，家长至少应履行好教育孩子、配合

教师以及协同学校管理的职责。

家庭是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长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任教师。家

长的第一职责就是教育好自己的孩

子，提高家庭教育的胜任力，学会当好

父母，尽到“第一任老师”的职责。现

在很多家长的意识中存在这样一个认

识误区，认为孩子只要上学了，一切教

育的责任就是教师，自己只要当好孩

子的“后勤”就可以了。教师的职责是

教书育人，这不容置疑，可是，作为学

生“第一任老师”的家长，教育好自己

的孩子也是职责所在。家长必须认真

学习育儿知识，提高育儿理论，并不断

实践，不断提升，努力做到合理期待、

言传身教、良好关系、适度任务、积极

评价、优良家风等，真正为孩子的成长

奠好基，起好步。

孩子的教育必须家校同步，家长

和老师要求一致才能更好地发挥教育

作用，也才能收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我的班里有个孩子小 J，父母都有

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可他们经常给我

反映，孩子回家总是看电视，完成作业

必须家长守在身边，希望老师多多教

育他。去年春天，因疫情影响，孩子居

家上了一学期的网课，网课中的作业

孩子基本不做。问家长原因时，家长

说：“孩子现在只要拿着手机或平板就

放不下来，不是学习，而是玩游戏。请

老师对孩子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

我想，不论是平时，还是网络教学

期间，老师对学生各方面的行为肯定

是有严格要求的，而这位学生的家长

却总是希望老师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让他不看电视，不玩手机，自觉学习。

孩子的这些表现，学校和老师或许有

些地方做得不到位，但作为家长，更应

该反思，可以向其他家长了解一下教

育引导孩子的方法，和老师多沟通交

流，然后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教育工

作才是关键。

现在，学校开放办学，希望家长能

从多方面参与学校管理，提供志愿服务

等。家长应该明确这是教育孩子过程

中必须履行的职责，并认真对待。随着

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落实，家长在参

与学校管理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综合

实践活动、劳动实践、垃圾分类、环境保

护、光盘行动、学生志愿服务等，很多提

升孩子核心素养的主题教育都需要家

长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家长应与学校保

持一致，同时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

为孩子活动提供方便。

家校协作是履职不是应付家校协作是履职不是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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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乐江

在教育、管理和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学校和家庭

是两个联系密切，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双

方紧密配合，协调一致，才能互相弥补各自的不足，形

成教育合力，确保良好的教育效果。

家校沟通中，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和谐关系很重

要，彼此尊重、理解和信任，才能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

影响，传递育人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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