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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期间，
《关于进一步促进家庭教育发展的提案》等多个有关家庭教育的建议和“加快家庭教
育法立法进程”的呼声，让家庭教育备受关注。目前，家庭教育立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从这个意义上，代表、委员们认为，我国家庭教育已然迎来春天。
“要提高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力。”在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的这个议题下——

□陈小红

教师还得“教好”家长？
看
“家庭教育春天”里的教师担当
□本报记者

黄莉萍

连绵的雨水低温后，3 月 11 日，杭
州市气象局官宣：杭州正式进入气象
意义上的春季。
3 月 13 日，在阳光温润的春天里，
杭州滨兴学校副校长汤继强兴致盎然地
介绍起学校的
“教育合伙人计划”
“
：上周
日邀请专家为家长们开讲座，
这周启动
教育伙伴成长计划，
接下来，
每个年级会
依次召开优秀家长心得分享会……”

能有所收获。”
周燕娜说。
“要请家长来学校学习家庭教育，
实话说，
即便双休日他们都未必有时间
来。”桐乡市翔云小学有过半的学生为
新居民子女，家庭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近年来，这所乡镇学校通过微信公众
号、桐乡教育 App 等网络平台开展家
长网校，解决了家长和学校交流“内容
太少”“形式单一”
“ 针对性差”
“ 时间
不匹配”等问题。
“家长网校，不仅有优
质的图文故事，还请优秀家长、教师、
专家制作微课或音频，再通过平台进
行分年级段精准推送，受到了家长们
的热烈欢迎。
”
教师陆晓彤介绍，
该校家
长网校目前累积阅读量已达 10 万多。

家长学校
“风起云涌”
杭州滨兴学校是一所新居民子女
为主的新区学校。
“ 农村到城市，城镇
化进程中家庭教育却没有跟上，对此
学校义不容辞。”
汤继强说。
家教指导“意兴阑珊”
？
与此相映衬的，是一项来自全国
“我国家庭教育当前还处在自发
调查的数据显示，68%的家长对孩子
状态，缺乏系统的指导。”
“要想办法全
教育感到“比较焦虑”
“非常焦虑”。全
面提高广大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
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力。”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全国
对此解读说，如今九成以上班主任认
政协委员倪闽景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为家校沟通存在问题，家长参与沟通
分别说的话。
积极性不高，家校教育理念存在差异，
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一时成
家长缺乏家庭教育知识……
了关注的焦点。
同时，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乡镇中
“教师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并
小学特别是农村学校的教师，感到“最
列的，有不同的要求，有各自的专业
无法克服的困难”是家庭教育缺失甚
性。有些教师本身也未必能教育好自
至产生不良影响带给教师工作的种种
己的孩子，
其家庭教育指导能力不言而
阻力。
喻。
”
嵊州市蛟镇中学周国梁这样认为。
“农村学校里，留守家庭多，离异
“如今城市学校的很多家长都接
家庭多。这些家庭，迫切需要家庭教
受过良好教育，教师家庭教育指导水
育指导。”常山县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平不够的话，家长就不会买账。”9 年
徐德飞认为，这需要有情怀的教师们
前，民建浙江省参政议政委员会委员、
辛勤付出。
杭州市天长小学教师周红就做过一个
每天放学后，常山县新桥小学都 “社会转型时期家长教育观念”的调查
会组织全体教师参与送教活动，为留
与研究。她在调查中发现，信息社会
守儿童辅导家庭作业、帮助学生养成
中各种急功近利思想、自由主义、享乐
良好习惯，并指导家长做好家庭教育
主义等信息影响着少年儿童，也使得
工作。
缺乏教育学、心理学等系统培训的家
每个月，江山市一都江小学都会
长自身教育判断出现困难，家长在孩
请家庭教育存在困难的家庭报名，经
子心中的权威性极大减弱。同时，有
筛选后由教师定期上门指导帮扶。
一定教育水平的家长对教师教育内容
在我省，大多学校都是通过家长
的真理性心存疑虑，在家庭教育实施
学校的形式指导家庭教育。
中时常出现困惑和艰难选择等困境。
为构建新型的家长学校，近年来，
“教师们本身工作任务就重，学校
舟山第三小学校长周燕娜带领教师开
要求做好家庭教育指导，
但家长未必会
展了题为“打造有温度情怀的教育共
听，或者压根不关心，教师们难免感觉
同体”的课题研究。
“ 我们通过家长读
使不上劲而心灰意冷。”宁波市教育科
书会、各种形式的家长学堂和一对一
学研究所副所长、德育发展研究指导中
的校长有约日，努力让每一位家长都
心副主任张立新认为，
家庭教育指导举

步维艰，不仅因为家长、教师水平参差
不齐，
各学校重视程度同样参差不齐。
“前不久，我在省师训平台上报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明姬关于家庭教
育指导的培训，但校长不批。”我省某
特色高中的一名教师告诉记者，更深
入了解家庭教育知识的教师，在跟家
长沟通时，能够更快把握住问题症结，
给出的建议也会更有针对性，
“因此我
打算自己掏钱去学”。
家教研究待成体系
“我觉得一所学校至少三分之一
的教师应该参加家庭教育方面的培
训，取得合格证书才能担任班主任或
进行家庭教育指导。”常山县湖东中心
小学校长刘芳赟认为。
10 年前，海宁市硖石中学教师田
继红因参与国家十一五课题
“不同年龄
段孩子家庭教育指导的研究”而受启
发，
带领学校 6 位骨干教师一起成立海
宁市首个家庭教育讲师团。这位从教
已 28 年的教师感慨，
为了能够称职，
讲
师团成员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大量的书
籍，研究学生案例，探索初中生的生理
和心理特点，
“我们想方设法参加各种
家庭教育指导培训，
自费参加心理学等
的培训”。如今，在实践中尝到甜头的
田继红认为，
应该将教师的家教指导力
作为教师必备的专项能力之一。
而现实情况是，家庭教育指导方
面的相关培训太少，但有此需求的教

师同样不多。
“我们教科所会通过培训、沙龙和
研究引领等方式吸引教师参与到家庭
教育指导的学习中来，
但对此引起重视
的学校和教师并不多。
”
张立新认为，
教
师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导致学校的
家庭教育指导也呈碎片化，
“同样，
国内
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专家也不多，
这让
我们的培训有时少了点吸引力”
。
“很难请到真正懂家庭教育的专
家。”这样的感受，杭州市教育科学研
究所家庭教育研究员干亚莉也有。从
事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已近 20 年的她
认为，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必须具备深
厚的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
法学、人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知识，还得
具备一定的咨询能力。
“希望国家能组织一些这样的专
家对家庭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编写一
套适合师范院校使用的教材，解决新
教师对家庭教育‘茫然无知’的现状。”
干亚莉说。
筹建高层次的家庭教育研究所，
将家庭教育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这些
都是教师们的呼声。刘芳赟认为，家
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同盟军，作为学
校教师有责任对家庭教育进行适当指
导，但家庭教育指导应该由学校、政
府、社会机构等共同来承担。
“希望家庭教育法早日出台，家庭
教育支持支撑体系能逐步构建起来。”
一位乡村教师这样盼道。

“苔花如米小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也学牡丹开。
。”山村的傍晚
山村的傍晚，
，细雨渐收
细雨渐收，
，江山市张村小学
围墙上的苔米包裹在圆润的水珠里含苞待放，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围墙上的苔米包裹在圆润的水珠里含苞待放，
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
（本报通讯员 周冰岚 摄）

当好一名新时代班主任，
不简单
宁波市一批名班主任的道与术
□本报记者 黄莉萍
通讯员 张飒英
“班主任工作最危险的是经验主
义，
我们要用专业的思维、
专业的技巧、
专业的理论去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
3 月 12 日，宁波市首批 14 个名班
主任工作室授牌。14 位名班主任分
别在该市组织的“新时代的班主任使
命”主题论坛上分享了自己的教育思
想和工作经验。
新时代的班主任看点纷呈
“让学生服气的不是大嗓门，而是
大胸怀，是智慧的思考和机智的回应；
引导学生认识并改正错误，是教师义
不容辞的责任，动不动就请家长的行
为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一做班主
任就是 30 年的鄞州中学教师史维东
认为，努力学习，既是对学生的期望，
又应该是教师面对世界的姿态。
“把学生放在正中央，为他们的成
长发展提供支持平台。”奉化区江口街
道中心小学教师俞芬通过
“小组合作竞
赛的班级自我管理模式”
“ 小鬼当家”

“创意书市”
等来实现学生的自主发展。
“在新时代，班主任对学生的养成
教育应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余姚市
第二实验小学教师吕霞飞带领全校班
主任编撰了晨会微课校本教材《做好
我自己》和《保护我自己》，内容涵盖文
明、礼仪、卫生、学习、劳动、交往、自护
等多种习惯的培养。
“自我价值感的高低，决定了孩子
们的生命状态。”宁波市曙光小学教师
娄冬芳带着学生们化身“巡访员”。在
巡访“无序的共享单车”
“ 环卫工人”
“老旧小区”等以及相关的调查、演讲、
分享活动中，学生们真切地体会到了
从奉献到成就的全过程，实现了自我
价值感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不断提升。
“尊重、激励、关怀，是我工作的 3
个关键词。”
“我的隐形好朋友”是宁波
市实验小学教师茅燕琴分享工作案例
之一：班里总有那么几位学生因为种
种原因找不到朋友，那么就让每位学
生抽取一个学号，在接下去的一周里
要每天跟对方微笑，还要默默地为对
方做 3 件好事，一周之后答案揭晓。
“有的孩子早就猜到帮助自己的隐形

好朋友是谁，但从不点破，因为这着实
是一件让人想想就很享受的事啊！”茅
燕琴笑道。
……
构建班主任专业成长体系
“成立 14 个市级名班主任工作室，
更多的是为了打造班主任工作实训和
研究基地。
”
去年，
宁波市出台《宁波市中
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建设与管理办法
（试行）
》，
在全市中小学 2.4 万余名班主
任中，
评选出首届市级名班主任 14 位、
骨干班主任43位、
新秀班主任57位。
如今，该市的市级“名班主任”
“骨
干班主任”，享受同级“名教师”
“ 学科
骨干”同等待遇，分别享受每年 3 万
元、0.8 万元专项津贴补助，同时打通
教师学科发展和班主任专业发展的职
业“双通道”。同时，学校在奖励性绩
效工资、职称（职务）晋升、评优评先等
方面向班主任倾斜的同时，完善班主
任岗位月津贴制度，按教师职务（职
称）结合担任班主任年限逐年增加。
这一政策被甬城教师们称为“史上最
优”
的奖励机制。

同时，该市所有区县（市）逐步建
立健全班主任专业成长体系，新评出
的 区 县（市）级“ 名 班 主 任 ”
“骨干班
主任”
“ 新秀班主任”共 404 人；构建
市、区县（市）、学校班主任荣誉系列
评选体系，其中每两年评选市级“十
佳百优”班主任 110 名；近两年来又表
彰了 483 位担任班主任工作满 30 年
的教师……这样的政策和表彰让班主
任们直呼
“有奔头”
。
“14 位市名班主任最多的已有 33
年教龄，他们不仅要指导近 200 名工
作室成员、学员的班主任工作，更要在
由省内外 8 位专家组成的导师团指导
下不断突破自己。”宁波市班主任专业
发展指导中心副主任王晶晶介绍，工
作室每 3 年为一个建设周期，每学年
都进行考核。
“成为‘宁波名班主任’后，我就经
常在思考：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最
近，俞芬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俞班
那些事”，还与志同道合的近 10 位班
主任一起成立了一个民间工作坊。
“加
强与各地同行的分享交流，更能促进
自我的不断成长。”
她说。
责任编辑：黄莉萍

众说问题，聚焦教育症结
我是一所小规模乡村学校校长。
2017 年 8 月我刚上任时，曾找过很多教
师聊天，
主要话题为
“在乡村学校的教育
教学中，
你碰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教师们的答案
几乎都聚焦在了家庭教育上。
家校共育度不强。农村家庭中，甩
手掌柜式、放羊式家长居多。家长们对
孩子的学习、心理、成长等方面关注不
多，陪伴太少，方法简单，教育无力。学
校平时布置的阅读、朗读、实践、体育作
业等，
交的往往都是
“空白卷”。
家庭和谐度不佳。让人惊讶的是，
乡村学校中单亲、离婚、再婚家庭数量
超出了想象。除此之外，家庭关系不
够和谐等问题也十分突出。这类家庭
出来的学生大多缺乏安全感，不愿意
主动与人交流，生活学习缺乏目标与
动力。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在广泛听取
教师、家长、学生意见的基础上，我校尝
试借助微信群平台，探寻乡村家校合
作、
家校共育的路径和策略。

乡村家校共育亟需示范、
引领

关注

“挑战 100”，
你我共坚持
不久后，我发起“挑战 100”的倡议，
号召教师、学生、家长加入到挑战队伍
中，或阅读，或练字，或朗读，或运动，或
孝亲，或家务……天天坚持，并且将每
天坚持的足迹发到班级微信群中，大家
互相鼓励，互相监督，看谁能做到坚持
100 天不间断。
“挑战 100”，说说容易，做起来实则
不易。五（3）班学生紫茗早上一到校就
开始拼命补前一天的挑战项目“练字”，
写好后交到语文教师手中，面露羞涩地
说：
“ 老师，昨天我忘了完成挑战项目
了，今天早上补好了，我补了两张，能抵昨天的吗？”
“不行哦，我们的约定是，一旦间断要全部清零，你的
挑战要从头开始哦。”这样，大家都知道，即便已经坚
持了 37 天，紫茗的“挑战 100”又要从头开始。
四（2）班小马的爸爸经常要外出打零工，但和儿子
约定一起坚持的阅读项目，他一天也没停。去年 4 月的
一天，他照例外出到一个工地打工，22 时 19 分，他在班
级微信群中发出了一张图片——一张简陋的桌子上放
着一杯茶、一本书、一支笔。随后，他又发了一句话：
“工地上的坚持阅读，也让我快乐。”第二天，小马的班
主任将信息截屏后发到学校教师微信群，全体教师无
不为之动容，也更坚定自己“挑战 100”的决心。班主任
又找到小马，用爸爸在艰苦环境中仍不忘坚持阅读的
事迹鼓励小马，
小马信心倍增。
就这样，我校教师、学生、家长借助微信群平台，行
走在挑战与坚持的路上，100 天、
200 天、
500 天……2018
年 6 月，我们对参与“天天阅读”项目进行不完全统计：
参与学生 416 人次，一年来，各班人均读书 15 本，人均
阅读量约 150 万字；参与教师 85 人次，人均读书 10.7
本，人均阅读量约 189 万字；参与家长 43 人次，其中坚
持阅读满 300 天的有 2 人，200 天的有 18 人，100 天的有
23 人。渐渐地，哪怕在外打工不在孩子身边的父母也
开始和孩子一起坚持做同一件事，用自己的坚持给孩
子树立学习的榜样。在这样的坚持中，家长对孩子、班
级和学校的关注越来越多，家校合作更顺畅，家校共育
更有效了。

“梁声美文”
，陪伴有质量
当下，压在乡村父母肩上的生活压力还是挺大
的。不少人因此无暇顾及儿女行为习惯、文明礼仪、做
人处事、理想志向等的引导与教育；更多的人虽有教育
之心却鲜有教育之法、教育之力，造成亲子之间抵触、
抗拒，
甚至关系淡漠。
为了让乡村孩子在寒暑假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让乡村家长能学习家庭教育、亲子沟通之法，我们在
学校微信公众号上专门开辟了“梁声美文，邀你共听”
栏目。教师们通过自媒体对一些美文、美篇、美章进
行配乐录音，通过学校微信公众号推送给家长，倡议
家长和孩子一起坚持每天倾听，听后交流，谈论自己
的观点。到今年寒假结束，我们先后录制了 4 本书。
《妈妈的麻花辫》
《第十条小鱼》，让乡村家长和孩子们
知道亲子间的相处、沟通可以是这样美好、温暖的；
《做个最棒的女孩》引导女孩修炼高贵的气质，强化自
律意识，锤炼自信、自立、自强的品格；
《做个最棒的男
孩》引导男孩修炼坚定的信念，强化自律意识，提高自
己的生存能力，进而拥有快乐的人生。对于家里没有
智能手机的留守儿童，学校把移动平板借给他们，通过
“之江汇”教育广场平台的班级空间准时收听，每天两
篇，
雷打不动。
把 微 信 群 作 为 教 师 、学
生 、家 长 共 同 成 长 的 平 台 ，家
校 合 作 步 调 会 更 一 致 ，家 校
共 育 效 果 会 更 好 。 作 为乡村
学校，我们已经尝到甜头。
（作者系衢州市柯城区石
梁镇中心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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