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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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里，屋外雪花飞舞，屋内

温暖如春。我坐在电脑桌前，时而

敲打着键盘，时而凝神屏息思考，

女儿在厨房里忙着做饭。一会儿工

夫，饭香味飘了出来，“开饭啦！”

女儿喊了一嗓子。“好咧！”我伸了

伸懒腰，敲打着有些酸痛的胳膊站

起来，准备吃饭。不想，一阵敲门

声让我停下了正欲迈向厨房的脚

步。打开门，一位邻居来串门了，

我便邀请她一起吃饭。看着餐桌上

有些简陋的饭菜，她指责我糊弄孩

子，我却不敢回应。这时，女儿从

厨房探出头来：“阿姨，这是我做的

饭菜。”邻居惊讶地张大了嘴，随后

对我家女儿啧啧称赞，羡慕之情溢

于言表。同时，开始埋怨她的女儿

已经 20 多岁了，却整天什么活儿也

不干。“同是女儿，差距怎么就这么

大呢？”邻居感叹。我半开玩笑，半

认真地说：“你太勤快了！”

很多父母总是太勤快，有着太多

理由不让孩子做家务：孩子上学前，

觉得孩子年纪太小做不好，还嫌孩子

越帮越忙，倒不如不让他们做；孩子

上学了，担心做家务会耽误他们学

习，更不让他们做。……久而久之，

大人们就沦为孩子们的“保姆”，孩子

的衣物要大人洗，孩子的房间要大人

收拾，就连吃饭，都是大人们把饭菜

端到孩子的面前。……大人们忙得

团团转，孩子们则如同王子、公主般

坐享其成。常听人问：现在的孩子怎

么了？却从来没有想过，正是家长的

勤快造就了一批懒孩子。

如此懒孩子长大后、工作后会

怎样？美国哈佛大学学者们在进行

了长达 20 多年的跟踪研究后，得出

了一个惊人的结论：爱干家务的孩

子与不爱干家务的孩子相比：失业

率为 1：15。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那些认为“只要学习好，做不做家

务都行”的家庭中，子女成绩优秀

的比例仅为3.17%，而持有“孩子应

该做些家务”观点的家庭中，子女

成绩优秀的比例则为86.92%。

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曾看到过

考上名校的“神童”因为生活自理能

力太差，而被学校退学；还有的孩子

上大学后，吃鸡蛋竟然不知道怎么剥

鸡蛋壳。某县妇联曾对一所重点中

学高一学生做过调查，从来没有洗过

衣服的学生占79%，不会或不敢使用

电饭锅、液化气炉的占67%。由此可

见，青少年家庭劳动教育缺失问题，

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

纪录片 《狐狸的故事》 讲述了

这样一个故事：初秋的早晨，狐狸

的爸爸妈妈像往常一样领着孩子们

走向了草原的深处。在一块草木茂

盛、小溪流水的地方停了下来。狐

狸爸爸和狐狸妈妈围着孩子们转了

两圈，然后头也不回地向远处飞奔

而去……它们把自己的孩子，狠心

地“扔”在变幻莫测的草原上，但

是它们早已把生存的本领教给了小

狐狸们。

我们不可能像狐狸那样“狠心”

地把自己的孩子“扔”在野外，也不可

能照顾孩子一辈子，但我们可以在孩

子还小的时候，陪着他们做他们该做

的事情，不过度关注他们，照顾他

们。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大人们都

忙着工作、忙着劳作，没有很多的时

间来照顾我们，正是因为父母们在

家务活上的“懒”，反而造就了“勤

快”的我们。我们可以在农忙时自

己解决温饱问题，甚至还能送饭给

忙着秋收的父母。而今，我们已身

为父母，还要一如既往地“勤快”

下去吗？当我们老了，走不动了，

才猛然发现孩子已经“懒”得不成样

子了，那时为时已晚。

我不禁想起一首小诗：秋／蒲公

英老了／子女问／有什么遗产／母

亲默默地／在每个孩子头上／戴上

一把远飞的伞。

虽然现在不会做饭可以叫外卖，

不会做家务可以找家政……但这些

外力只能解决一时之需，却不能解决

一辈子的生活。送给孩子一把远飞

的伞吧，让他们带着这把爱意浓浓的

大伞独立自由飞翔，飞到更远、更高

的地方。……

近日，有网友反映“家委会逼家

长同意让老师给孩子留作业，因此发

生激烈交锋，希望取消家委会”，最后

以“家委会认错”结束。当地教育局

回复称，“家委会在您以及班主任的

帮助下认识到自己思想的错误，对国

家的‘双减’政策提高了认识，坚决支

持国家号召，不给孩子留书写类家庭

作业。”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

多样化的当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

的“意义之网”，难免会发生思想碰

撞和观念冲突。“反对鸡娃被驱逐”

也好，“家委会认错”也罢，面对同

样的规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

知，也有不同的需求，众口难调的

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导致家长们

“一摩擦就起火”。

设置家委会的初衷，在于加强联

系沟通、增强家校互动、实施有效监

督、促进学生成长。家委会要集纳家

长们的意见和建议，倾听家长们的心

声，表达家长们对学校的教育教学、

学生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的看法。

更进一步说，家委会有助于厘清教育

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边界，通过多元

合作共治的方式来推进学校治理现

代化。家委会有存在的意义，可是，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家委会都上演了

“变形记”。

不论是找几个“情商高”的家

长组成家委会，还是为了让老师对

自家孩子格外照顾一味地迎合讨好

老师，如果家长们不能理性认识家

委会的作用，不能怀抱着积极健康

的心态去参与，家委会就会走调、

变味。

在教育焦虑的裹挟下，部分家委

会成员对“双减”政策缺乏深层次的

价值认同，缺乏足够的尊重和敬畏。

给小学一年级学生留作业、考试，不

仅加重了孩子们的学业负担，也增强

了他们的学业压力和精神焦虑。积

极践行“双减”政策竟遭遇部分家委

会成员的抵触和排斥，这样的做法不

仅背离了制度规范，也偏离了家委会

的角色本位。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推行“双

减”政策作为时代潮流，呼唤家长

们打破思维定式、行为惯性和路径

依赖，“唯分数”“唯升学”的价值

观念也需要重塑与更新。说到底，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和“双减”政策

并非轻视教育教学，而是要减负增

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

展。

“双减”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需要

凝聚家长的“价值公约数”，那种在操

作过程中对规则进行人为的变通和

替换、千方百计“抖机灵”的做

法，需要得到规训与惩罚。只有让

“双减”政策落地落实，制度善意才

不会在执行过程中打折扣，才能对

孩子大有裨益。

将“双减”落实到家
庭教育中

为什么要开设“家长讲堂”？

一是提高家长在现代学校治理

中的参与度，形成育人合力。苏霍姆

林斯基曾说：“只有学校教育而没有

家庭教育，或者只有家庭教育而无学

校教育，都不能完成培养人这一极其

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

基石，学校是学生接受教育的重要场

所，规范的管理、专业的师资、丰富的

设备设施，对孩子的成长起着关键作

用，只有二者有效配合、携手同行，才

能开创家校共育新局面，为孩子营造

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和校园环境。

二是增进亲子关系的亲密度，提

升育人效力。“双减”之下，减负增效，

不减责任、不减成长，考验着每一位

家长的陪伴质量。“家长讲堂”就是要

让家长知晓、理解“双减”政策，将“双

减”落实到家庭教育之中，既为孩子

和家长沟通提供了机会和舞台，也对

家长如何引导孩子健康成长、提高孩

子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三是强化国家课程、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的衔接度，丰富学生多元认

知。全面育人必须实现国家课程地

方化、地方课程校本化、校本课程特

色化、特色课程优质化，仅有学校的

课程资源毕竟有限，但是如果能集结

每个班级、每个年级，甚至是所有的

家长资源和社会力量，建立家校教育

课程包，形成课程群，无疑将成为课

程“富矿”。因为，家长们来自各行各

业，既有行业精英，也有普通劳动者，

这种接地气又有温度的广域教育资

源的利用，能够丰盈学生的成长体

验。

家长上讲台，不只
是一种教育体验

为了使“家长讲堂”活起来、亮起

来、实起来，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达成“支持＋参与”的思想共

识。开展“家长讲堂”，需要得到家长

的认同。学校通过广泛宣传，征求意

见，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家长会等方

式，让家长意识到：对家长来说，上讲

台不仅是一种教育的体验，更是提高

自身家庭教育的责任意识，增强对家

长角色的理解，生发用正确的观念、

行为教育孩子的智慧，促进家校合

作、和谐共进，家长要积极地参与进

来，促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

构建“特色＋系统”的课程体

系。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召开家长会，

挖掘各行各业家长的优势资源。每

一位家长从自身职业入手，根据专长

确定授课内容，如“食品安全知识”

“中小学交通安全”“科学”“手工”“急

救小常识”“挫折教育”……班主任根

据家长所拟的授课内容，以培养孩子

多方面能力和兴趣爱好，给孩子们带

来快乐和收获，培养孩子们的创新思

维，引导其职业启蒙为出发点，结合

班级学生的实际，进行合理安排，有

效统筹，以班为单位形成精彩纷呈的

“知识大餐”系统。

打造“全员＋体验”课堂模式。

“家长讲堂”由每个班的班主任负责

组织，学校给予大力支持，学校各部

门全力配合，在场地、教具、道具等教

学设施方面尽力满足。班级学生全

员参与，轮流当讲解员，对来授课的

家长进行校园文化和班级文化的讲

解，当日授课家长的孩子，做当日活

动的主持人。每周每个班级都有家

长走进课堂，一个学段结束，保障所

有孩子的家长至少有一次上讲台的

机会。在课堂上，要特别注重学生的

体验和参与，家长们从自身职业入

手，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多媒体教学、

亲身体验、实验操作、现场抢答等，带

着孩子们走进缤纷的世界。

建立“丰富＋多元”的评价机

制。按照每周一位家长上讲台的模

式，在六年的小学时光里，每位孩子

的家长都有机会走进学校，近距离观

察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感受孩子的

成长。班主任和科任教师以教育者、

学习者和合作者的身份全程参与，并

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家长互相碰

撞，分享教育智慧。学校成立专班、

安排专人对各年级、各班活动的开展

情况进行跟踪管理、评比量化，并将

结果纳入班级和班主任工作考核

中。班级通过自评、互评、学生评、教

师评等评价方式，推选出一些优秀的

家长课堂在年级展示，然后在各校

区、全校进行巡展。每学期结束，学

校召开总结会，评选出一批优秀家

长，增强家长和孩子的成就感和自豪

感。

“家长讲堂”将校外优质教育资

源引入学校教育，呈现出家校共育的

新样态，架起了家校协同育人的桥

梁。如何把“家长讲堂”办深办实，真

正让“家长课堂”成为学校和教师掌

握学生动态、了解学生需求、探讨教

育问题、传授教育方法、分享教育经

验的创新平台？尤其是在“双减”背

景下，如何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

法，探索家校共育新方法，广泛开展

家校活动，为孩子们的未来撑起一片

广袤的晴空？这些问题应该成为每

一个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常思常新的

话题。

（作者系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集团党总支书记、校长；巴中师范附

属实验小学集团党总支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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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落地，需凝聚家长的“价值公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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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霞

■ 杨朝清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一

系列新政策的出台给学生的校内

学习和校外生活勾勒出不一样的

成长轨迹。

“双减”落地，学校是主阵

地，如何让家长也不“缺位”？

自今年9月下旬以来，巴中师范

附属实验小学通过“学校搭舞

台、家长上讲台、构建家校共育

大平台”这一举措，创新开设了

“家长讲堂”，每班邀请一名家长

在星期五的下午走进班级，为孩

子们带来别开生面的家长课程，

涉及消防、安全、健康、生活常

识、习惯养成等多方面的内容。

■ 陈然 蹇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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