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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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帮我管严格点！”每逢开

学，总会听到家长这样的叮嘱。家长

说这话时，身旁大都站着一个调皮的

孩子。此时孩子不会搭腔，只是沉默

不语，似乎也默认了自己的不听话，同

意了家长的叮嘱。而作为老师的我，

其实是不太希望听到这句话的。

其一，当着孩子的面要求老师严

加管教，无异于当众揭孩子的短，于他

有不尊重的味道；其二，教育孩子只剩

严格一种手段？这也暴露着家长在家

庭教育上的无奈；其三，是不是作为老

师的我们只能冷若冰霜、面无表情才

能管好孩子？我不喜欢这样的老师，

也不想做这样的老师。所以，每当有

家长这样叮嘱我时，我会附上这样一

句话：“孩子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糟，他

身上还有很多优点。”

正如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

样，没有沟通就没有责备权。简单粗

暴的教育方式或许家长觉得省心，但

最无辜的受害者却是孩子。作为老

师，我不希望家长对孩子只有责备。

孩子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身上的特点

也是综合性的，我们必须全面地看待。

而在这方面，有些父母却很上心。

“老师，你有空吗？我想和你聊聊

孩子的事。”小颖妈妈发来微信。我立

马打电话过去，是的，我也想和小颖妈

妈好好谈一谈。小颖是个乖巧懂事的

女孩，书写工整，遵守纪律，成绩也还

不错，可就是这样一个乖乖女形象的

学生，却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习作

中痛痛快快地骂了妈妈一场。到底怎

么回事？我也想一探究竟。

原来，妈妈觉得一家人没必要面

面俱到，于是吃零食时并没有叫小颖，

以为她知道自己拿，而小颖却觉得是

大人不想让她吃。妈妈给弟弟又买了

件新衣服，小颖觉得那是重男轻女，但

算下来妈妈给她买的新衣服远远超过

了弟弟。母女俩就这样生了嫌隙，其

实只是源于无意间的误会。我找来小

颖心平气和地跟她聊了聊，告诉了她

妈妈的想法和解释，孩子开心地释怀

了，但这要归功于主动出击的小颖妈

妈。

孩子的教育离不开家校的合作，

要知道，父母和老师本就是同一营垒

中的合作者。家长们，如果您觉得孩

子表现异常，我们期待您主动与老师

联系，准确地把握信息，才能更好地选

择方法进行教育。

小锐妈妈和我聊到了她的焦虑，

第一次当父母，她不知道怎样掌握好

教育的“度”。放养式的教育，怕毁了

孩子一生，虎妈式的教育，怕孩子心理

承受不起。科学的教育理念是孩子健

康成长的有力保障，思维的碰撞更有

利于缓解焦虑，推进家校共育。最后，

小锐妈妈和我达成了共识，没有什么

比孩子的健康和幸福重要，分数比不

上，学历也比不上，薪资的高低更比不

上。我很欣赏小锐妈妈的做法，作为

班主任，我同样困惑颇多，但能和家长

们互促式地学习提升，我感到幸运。

教育是一门实践性的功课，高超

的教育艺术是在思考和探究中形成

的。老师喜欢好学的学生，也同样钦

佩好学的家长。我们不希望听到您说

“老师，孩子就交给你了。”我们希望家

长和我们一样，在学习和探讨中提升

教育艺术的高度。

小杰妈妈一早打来电话，让我今

天多留意一下孩子，昨晚她因为孩子

的成绩，一时愤怒打了孩子。我确实

也留意到小杰神色有些异常，于是一

整天都在观察着他。我把妈妈打来电

话的事告诉了他，他可以有自己的情

绪去选择继续生气还是原谅，我只是

把一位母亲悔不该动手的歉意与担忧

传递给他。果然，孩子还是选择了原

谅。

过程，其实远比结果重要。如果

家长放下唯分数论，多问问孩子的学

习过程，多关心孩子的学习习惯，在乎

进步多于在乎排名，家庭教育上的拦

路虎也许就会少很多。学生的成绩重

要吗？当然重要，但成绩只是一朵花

中的一枚花瓣，品行、体能、社交、心态

……全部凑齐，才是一朵美丽的花。

作为老师，我们不想只听到“老师，我

孩子这次考了多少分？”我们更希望家

长对孩子多一点成绩以外的关心，如

同小杰妈妈一样，她知道，成绩没有孩

子的安危重要。

家长和老师同心同力，家校共育

的效果才会更佳。我们期待与家长平

和地交流，共促式的探讨，再一同给孩

子送去发自内心的关爱。

两年前，与家长的一次电话沟通

给我敲响了警钟，引起了我的反思。

那次，给本国（化名）的妈妈打完

电话，一种挫败感涌上心头。

本国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上课

做小动作、说话，下课四处乱跑，还与

同学打架。只要有同学说他一句，他

立刻就与这个同学吵起来。我批评

他时，他瞪着眼歪着头盯着我，一副

不服气的样子。在英语课上吃零食，

英语老师管教不服，还和英语老师起

了争执。

一气之下，我拨通了他妈妈的电

话。

“李老师，您好。”电话那头响起

了本国妈妈礼貌的问候声。

“您好！本国妈妈。我想与您聊

一聊孩子在校的表现。您有空吗？”

我平静一下心情，语气变得温和起

来。

“李老师，您说吧。”

“本国在学校里表现不太好，老

师管教还不服气，一点不把老师放在

眼里，我说他几句，他还瞪我……”我

把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如实地反馈给

了家长。家长听我说完后，满怀歉意

地说:“给老师添麻烦了，回家后我会

好好教育他。”

“他在家里表现怎么样？”我追问

道。她停顿了几秒，接着说道:“本国

在家里也是这样，说轻了不听，说厉

害了跟我们吹胡子瞪眼的，我们怎么

教育他也不改，也没少揍他。”看来是

习惯了这种对大人说话的态度。

“这样的孩子得怎么教育啊？李

老师，您教育经验丰富，给我们支支

招吧。”家长诚恳地问道。

我一时语塞。

放下电话，我深感惭愧。作为班

主任的我，只是急于向家长告状，却

不能给家长一些实际的帮助。这样

的孩子该如何管教？如何让他转

变？突破口在哪里？这些我都没有

仔细地思考过，就怒气冲冲地给家长

打电话，这样的沟通有效吗？

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触动，从此

以后，我在与家长沟通中不再这样盲

目，也加强了自身在家庭教育方面的

理论学习。现在，当需要与家长沟通

时，我会在沟通前，根据孩子的特点

和孩子身上存在的问题充分备课，给

家长提出诚恳的建议。

对于那些动不动就用暴力管教

孩子的家长，我指导他们知晓宽松和

谐的家庭教育氛围、良好的亲子关系

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对于家有头脑

聪明，做事却三心二意、缺乏毅力的

孩子，我告诉家长，“坚持”是孩子珍

贵的财富，遇到重要的事情要和孩子

一起制订好计划，和孩子一起按计划

执行，在陪伴中让孩子慢慢养成良好

的习惯。

我们班有个独立性强、很有主见

的孩子，家长却认为孩子不听话，总

训孩子。在沟通中，我让家长明白，

“性格”将决定孩子未来的幸福指

数。对孩子的性格，家长要重视三个

方面：教孩子自尊自信、优化孩子的

情绪品质、支持孩子独立地发展。

…………

再有半年，本国就小学毕业了。

我已经教了他接近3年。我与他妈妈

多次沟通，商讨了培养他良好性格的

方法。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虽然他

依然顽皮，但易怒、不服管教的问题

已经改了很多。在学校里我教他，当

与同学发生冲突或受到老师批评时，

不要急于反驳，先深呼吸三次，让自

己心情平静下来，想一想他说的对

吗？我的身上是否存在这样的缺点，

再理智、大度地应对。只要做到了，

我就及时表扬。在家里，家长也努力

改变了以批评为主的教育方式，每天

都与他耐心地谈谈心：今天表现怎么

样，与同学相处得愉快吗？……慢慢

地，他与家长的关系更亲密了，家长

的教育他能听得进去了，转变就开始

了。

家校沟通中，老师和家长需要相互

做到“共情”二字，这是实现有效沟通不

二法宝。老师要充分理解不同家庭文

化背景下风格各异的育儿理念，不宜用

同一套“育儿标准”来指导每一位家长，

切实体会不同职业家长的难处，特别是

对留守儿童家庭的指导与理解。家长

也要充分支持和理解老师在班级授课

管理制下的管理不易，毕竟老师在关

注全体学生时，通常能比较客观地看

到孩子习惯养成、学业提升等方面需

要改进的方向。当家长接到老师的

“主动约谈”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如

果不是典型问题一般不会上升到“邀

约”的程度，因此，家长一定要积极

前往学校，与老师及时沟通，请教或

共同探讨家校协作的方法，及时解决

问题。也可以抓住恰当的时期 （学期

过半时、孩子阶段进步时、阶段待提

升、突发事件等时期），以电话、微信

或提前约定面谈等形式，及时和老师

沟通交流，了解孩子近况。

当老师和家长都互相站在对方的

角度来沟通，达成育人理念上的“求大

同存小异”，就比较容易架起家校沟通

的“共情”之桥。

在家校共育的道路上，我们期待每

一位陪伴着孩子成长的“合伙人”，能够

培养“要事优先”的洞察力，正面、多元

确定不同阶段的成长标准，提升家校沟

通的“共情”力，实现恰到好处的科学从

教、智慧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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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和老师是孩子成长中的“同盟军”，家校之间良好的沟通，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在家校沟通中，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彼此之间都要经历一个互相磨合和适应的过程，掌握正确的沟通技巧，才能形成教育合力。家长如何与老师有效沟通，避开沟通误区，充

分发挥家校共育的力量？来听听几位老师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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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因为扭伤脚收到了班上家长的

一条问候微信，足足敲了600多字，字里行间

满溢着推心置腹的问候。这位家长说她每次

看到我在班级群里发的消息都会反复看几

遍，孩子总是给他谈起“受伤”的数学老师，可

是这位家长却坦白告知“出于不好意思和从

小就怕老师的心理”，也不知道该怎么关心问

候我，更不懂得怎样与我沟通才恰当。

无独有偶，一位孩子比较调皮，几位老师

均反映孩子的习惯问题需要纠正，奈何因老

师和家长的观念不同，老师三番五次“邀请”

家长来学校交流。当这位家长第N次被请来

时，忍不住在教师办公室“大放厥词”，发表一

通他认同的“教育理念”，引得办公室内一群

老师“大眼瞪小眼”，不胜唏嘘。

作为教师，我们在家校沟通时，总是会遇

到一些比较有个性的家长。他可能会跟孩子

一样“怵”老师；可能会自诩“专家”却眼高手

低；还可能跟孩子一样“害羞”，羞于开口；更

有可能不知道怎样把握跟老师沟通的“点”，

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该具体沟通

些什么内容……

作为从教20年的教师和新晋的小学一年

级新生家长双重身份，以上两位家长的言行，

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究竟什么样的家校

沟通才是恰到好处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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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败的沟通 ■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第四实验小学 李秀建

可能一些老师和家长会认为，家

校沟通的话题里，主角无非就是“作

业完成情况和学业水平高低”，其实

不然。相比较而言，孩子“身心发展

的现况”才更迫切，更应该借助家校

沟通，建构“一百万级”的优先解决

框架。何解？如果把孩子的核心价值

比作1000000，那么“身心健康”就是最

前面的那个“1”，孩子身心发展一旦出

了问题，那“1000000”的价值就瞬间清

零。

例如，在低年级的课堂上，我发现

一位女孩子，每当请她回答问题或者

思考难题时，她的面部总会不自然地

抽动。连续观察了几天，孩子的抽动

行为一直继续且不受控制地进行，于

是第一时间反馈给家长。家长收到反

馈后，既感激又焦虑。我建议他们去

找正规的医院相关科室咨询及治疗，

同时会请学校这边全力配合医生治

疗，给孩子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结

果家长带孩子求医后，积极主动与老

师沟通，在学校和家里都让孩子感受

不到任何压力，过了不久，孩子就痊愈

了，再也没有出现抽动现象。这件事

让我想到了关于心理健康方面常提到

的一句话“一吨的治疗，比不上一克的

预防”。

因此，我们主张在家校沟通的内

容上，老师和家长优先沟通的并非学

生的学业情况，而是要优先沟通有关

孩子身心健康方面的情况。

自“双减”工作推进以来，一些家

长从“培训班内卷”，直接分流为“亲自

上阵卷”“躺平被内卷”等情况。面对

这些家长的焦虑，有经验的老师会通

过班级 QQ 群或微信群，来四两拨千

斤，借力打力，不定期但高频次地在群

里分享孩子在文化、体育锻炼、劳动、

读书等各方面的优秀作业，此举让更

多的家长看到：不同的项目都会有不

同的“牛娃”，每个孩子都有各自展示

的平台，花开数朵，各美其美。同时，

一些老师还会潜移默化地把该项作业

的“班级最高标准”呈现在全体家长面

前，正面示范，让“标高不够”的家长适

当地调整自己对孩子的要求，也避免

“标准甚高”的家长用力过猛。

正面分享展示，精准锚定不同孩

子的学业和习惯成长“标准”，避免家

长“盲目内卷”，才能促进家校沟通中

的标准共建。

身心健康
家校沟通的头等要事

正面分享
家校沟通的定海神针

共情
家校沟通的不二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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