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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只有在这样的

条件下才能实现和谐的全面的发展，就

是两个‘教育者'——学校和家庭，不仅要

一致行动，向儿童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且

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

样的原则出发，无论在教育的目的上、过

程上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歧。”家

校间的无缝对接，才能为孩子的假期成

长保驾护航。

重庆市两江新区重光小学校践行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念，推行

“儿童社会化学习”育人方式，凝聚学校、

家庭、社会多方合力，充分利用延时服

务、周末节假日和寒暑假时间，广泛开

展跨学科学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学

校充分挖掘周边社区教育资源，拓展学

生校外学习场域。照母山植物公园，是

科学课程的实践基地，师生可以在这里

一起探究植物的奥秘；学校附近的医

院、敬老院，是孩子们开展志愿服务的

重要平台；在川剧院，孩子们可以了解

地方戏曲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学校还充分利用重庆地域特色教

育资源，打造了巴渝社区大课堂。搭建

红色研学平台，带孩子们走访卢作孚纪

念馆、红岩革命纪念馆，传承红色基

因；带孩子们走进重庆科技馆、三峡博

物馆、北碚飞起农场等，感知历史经

纬，感受科技力量。

双休日和寒暑假，学校设计了丰富

的短期课程和主题研学课程。双休日和

小长假，孩子们可以走进大街小巷，体验

民俗民风，探寻重庆美食。比如刚刚过

去的端午节，重光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包粽子、赛龙舟、挂艾草，感受

了端午文化。

寒暑假里，重光小学开发了“趣探十

二生肖课程”“城市文化探寻课程”和“智

慧劳育”研学课程。“趣探十二生肖课

程”，让孩子们走进动物园，了解十二生

肖的生活习性和外形特征，在感受十二

生肖之美的同时，学习自然常识，热爱

动物，热爱生活。“城市文化探寻课

程”是系列课程，其中包含“我是小小

文物守护者——探寻重庆红色文化”

“重庆人精神的根——探秘黄桷树”“重

庆人饮食的魂——寻觅重庆小面”等

等。重光小学校长李斌介绍，比如在

‘探秘黄桷树’课程中，孩子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在校园初步感知黄桷树，假

期里再和父母一起去校区、公园认识生

长在不同地方的黄桷树，然后通过滴水

实验、拉锯实验，探究黄桷树能否做家

具；通过观察、比较黄桷树与柏树的木

材特性，来获得对树木特点的了解、家

具制作选材的原理，丰富生活常识；通

过查阅资料、调查采访，收集与黄桷树

相关的地名、故事，探究黄桷树成为重

庆市树的原因，进而了解城市精神。从

一棵树到一座城，让孩子们与家乡、与

生活、与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智慧

劳育”研学课程，学校会组织开展“军

事夏令营”活动，孩子们可以到01空间

火箭基地进行实地参观、发射水火箭；

可以走进中国民航大学体验航天课程、

了解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还可以

到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实地参观，亲身感

受新时代劳动的创造性价值。参与、体

验式的学习，比起学习课本知识更加生

动有趣，也更能激发孩子们对生活的好

奇、对实践的兴趣，培养他们自发探索

的创造力、从生活中学习的潜力。

“暑假即将来临，重光小学将坚持以

落实‘双减’政策为目标，以‘有光’特色

课程为载体，引导学生在暑假中加强安

全防护的同时，痛痛快快地玩，高高兴兴

地学，去探索自然无穷的奥秘，走向未来

无限的可能。”李斌说。

这个月，与团队共读 《父母效能训

练》一书，这是一本值得每位父母反复深

度阅读的书籍。书中强调在处理问题时，

先要找到自身的问题，而不是高姿态的指

挥，也就是遇到问题不要急着评论、批判

或指正，而是要冷静下来想想问题的根本

是不是“我”（父母） 的问题？如果不

是，再去找“你”（孩子） 的问题，这样

才能找到“病根”所在，然后对症下药。

如果从表面看待问题，而不加以分析就横

加干预，那么已经解决的问题，可能只是

表面的。如此下去，可能导致将问题埋得

更深，一旦遇到导火线，问题仍旧会爆

发。如何解决问题，书中给出了很多可行

的方案，包括如何共情？如何与孩子沟

通？如何高质量陪伴？……

作为父母，都是带着美好的愿望迎接

孩子的到来，但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因为

这样或那样的因素，让一些父母在教育的

路上走了很多弯路。父母都是在不断地摸

索中，一点一点地成长为合格的父母。说

来惭愧，我是当了妈妈之后，才去学习如何

做一个妈妈。看着那个襁褓中的小孩，我

的内心是柔软的，就想把自己力所能及的

最好的都捧到他的眼前，让他快乐地成

长。我看了很多书，也和很多前辈请教，如

何做一个妈妈，在不断地摸索中，儿子渐渐

长大。就像一句话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

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我发现在陪伴孩子

长大的过程中，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

点，在他们身上，同样的事情，必须使用不

同的方法，才能把问题顺利解决。所谓“因

材施教”，莫过于此。

就拿我家两个孩子来说，性格、做事真

的是截然不同。

老大，已是高中生了，学习成绩还可

以。在别人的眼中，他就是聪明、优秀、

懂事的代表，虽然不怎么爱说话，但是该

做的事情他都能很好地完成。但我知道，

他也有很多的缺点，比如，学习方面不主

动，老师会经常批评他；自己的床铺不会

主动收拾；学习上马马虎虎，无论成绩如

何，自己都很满意，这当然也和我对他的

成绩没有要求有关。英语的学习尤其让我

为他发愁，不背单词和课文，成绩总是在

及格边缘徘徊……因为这些，我会在他心

情还不错的时候和他谈谈如何去提高英语

成绩，也会督促他多背几个单词，偶尔也

会提问，也没有多啰嗦，青春期的孩子，

尤其怕父母的唠叨。他曾经不止一次偷懒

不上学，尤其是初二那一年，作业不到最

后一刻，绝不提前完成，这样的状况一直

持续到初三才有所好转。虽然还是有些

懒，但是基本上所有的情况都能自己解

决，就连英语学习，也在他不断地努力

中，有所进步。但是这样的过程中，他的

自我调整用了很长的时间。

老二，和老大完全不同。暑假之后，

马上就上一年级了，小小的他，语言能力

特别强，对汉字特别敏感。我没有统计他

认识了多少字，前年开始，他已经自己读

绘本了。伴随着汉字的学习，英语学习也

在去年提上日程，从开始接触英语学习的

app，到现在为止正好384天，他一天不落

地学习，从来不用我督促，拿起我的手机

就是学英语，每天按时打卡，还会自己寻

找学英语的小软件。下围棋、跳绳也是一

样，只要开始，就会坚持。他评价自己最

大的优点就是坚持。但是，他的动手能力

很差，哥哥在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可以

自己修理东西，乐高的搭建也做得特别

好，而老二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在学习

方面，我总是限制老二的学习时间，不让

他用手机学太长时间，可他总在我不注意

的时候，偷偷开发新技能，比如，每天在

“趣配音”上配上一段。

学无止境，教无定法。同样的家庭，

同样的父母，可是孩子却完全不一样，我

只能在书中，在别人的经验中，在自己的

摸索和观察中，不断寻找对他们最好的教

育方式。优秀的妈妈，是孩子的灯塔，自

带睿智而温暖的气质，俯身教诲，似春雨

润物般潜移默化；仰头追梦，似星辰大海

般璀璨壮美。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你希

望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要

按照那样的标准去做，以身示范，给孩子

树立一个鲜活的榜样。”孩子终究会长

大，成为一个普通的人，而我的愿望，就

是希望他们成为正直善良，生活有趣味，

为人和善，有责任心的人，我也在努力这

么做。

孩子成长的过程，何尝不是我们成长

的过程，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在不断的

学习中，做孩子的榜样，遇到问题不慌

张、不焦虑、不彷徨，唯有如此，才能让

孩子有目标，让父母和孩子一起成为更好

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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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中小学生的假期生活

不再需要“在家赶作业、辗转辅导班”，有了更多的

空闲时间。暑假即将到来，如何让孩子们充实、快

乐、有意义地度过这个悠长假期，是家庭、学校、社

会切实关心的问题。在 6月 21日举行的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家庭教育研讨会上，四川天府新区元音

小学校和重庆市两江新区重光小学校分享了他们

的观点和做法。

假期书面作业减少了、校外补习班

取消了、闲暇时间增多了，“双减”之下的

暑假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如何在给孩

子“减负”的同时又能“提质增效”，这对

家长和学校科学合理地指导孩子过好假

期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要让孩子们学会自律，坚持养成好

习惯；从好奇与兴趣出发，具备探究、自

学能力；对自己负责，逐步建立自立的品

质，这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携手。学校

作为育人主渠道提供指导、开发项目；家

庭作为活动的主场域，注重日常的浸润

与养成；社会作为技能与素质的练兵场，

注重多元参与、真实体验的达成。

家校间的协同与联动，在为家长提

供科学指导与建议、为孩子提供亲子课

程与活动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四川省

天府新区元音小学从建校初期就主动融

入社区发展，聚焦家庭教育需求，将家庭

教育与学校教育、社区教育融合，共建学

习型社区。学校充分整合了家校社资

源，设计“元音书院儿童友好社区”空间，

并依托秦东社区“家校社企融创联盟”基

地——“旦昇书院”，

打 造 幸 福 双 休 日 课

程、美好节假日课程、

教育与城市共生长课

程等家校社企协同项

目课程，将学习日与

寒暑假、双休日活动

有效整合，为学生全

面发展提供了适宜的

全域成长场景。

学校还以全员家访为抓手，通过一

对一交流，为家长提供科学引导，并专门

定制了“共享成长，携手同行课程”为家

长和孩子服务。家访前，各班制订详细

的家访计划；家访中，老师们带着话题和

方法访，观察学生成长环境，观察亲子关

系，观察家长和孩子的家庭行为，在家访

日志中写下感触；家访后，跟踪回访也是

必不可少的，老师们或电话、微信与家长

交流，或再次走访，或设计主题班队会开

展专题教育，解决好家访“最后一公里”

问题。

元音小学学生部主任宋潇说：“‘1+1

等于几？’这个问题的答案元音小学这样

诠释——应该是一个老师与一个家长、

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是既有德智体

美劳每一方面的完全发展，又有多方面

的整体发展；既有全体性的共同发展，又

有个体性的差异发展。”于是，元音小学

一对一定制式家长会在暑假开启之际应

运而生。家校交流前，由各学科老师收

集孩子的阶段性成果，述评学业、汇总表

现。家校交流时，面对面探讨，点对点沟

通，有针对性地为家长提供促进孩子成

长的“锦囊妙计”和“如何过暑假”的科学

建议。

秉持资源共享的原则，元音小学结

合“健康”“审问”“敏行”“共处”四大特

色，打造了丰富多彩的家校共建寒暑假

课程，以寒暑假生活手册为载体，围绕家

校共育创新实践。假期里，孩子们可以

打卡绵竹年画村，探寻中国民间艺术；化

身社区小小法治宣传员，学法、守法；还

可以为保安叔叔、保洁阿姨送上一份温

暖，学会感恩。……

现在，劳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假

期里，元音小学为孩子们打造了儿童社

会化学习“田园”劳动课程，结合各班实

际，开展一班一特色的劳动实践。孩子

们可以和老师、爸爸妈妈一起在“元宝耕

读园”和“微博村校外劳动基地”参与劳

动，亲近自然、亲历生长。等到收获时

节，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去义卖，将义卖

所得用于公益，既增强了孩子的劳动素

养，又培养了他们的责任心。

中小学暑假即将开启，元音小学将

在假期上线“家门口的暑托营”项目，满

足家长的需求、解决孩子暑假期间“看护

难”问题。“暑期少儿成长营”以公益性、

品质性、有益有趣、需求导向性、自愿参

与及自主选择为原则设计，精准对接家

长和孩子的需求。课程囊括“德智体美

劳”多种主题，提供多样化选择，让孩子

们在暑假生活中接触艺术、拓展兴趣，培

养艺体素养，以期为孩子们的全方位成

长赋能。

科学指导家庭科学指导家庭，，合理安排假期合理安排假期

充分挖掘资源充分挖掘资源，，丰富社会体验丰富社会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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