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主任家校共育指南④ “如果把学生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么家长是作者，教师是编辑，社会是读者”。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家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怎样合理利用家长这一庞大的教育资源？班级家委

会的效益怎样实现最大化？如何搭建家长与孩子平等对话的平台……

家校共育
□王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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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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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和家长是孩子教育的直接

责任人，双方对孩子教育的期待基本

一致，所以家长与学校、班主任是战

友，是同盟军。家校协作、家校共育，

才能让教育效益最大化。如何向家长

借力、借智、借道？我们进行了一系列

探索。

与家长有个约定

我们与家长有个约定：做孩子共

同成长的护航人。约定的主要内容

如下：

成长的道路永远还在施工，从迈

进校园的那一刻，请您担起护航之责，

登上我们实新学校这辆成长的动车，

请您遵守我们共同的约定。

1. 走进实新这个大“家”，自由、民

主 、平 等 、和 谐 、尊 重 是 校 园 的“ 宪

法”。杜绝训斥、打骂，让成长在安全

的环境中生根发芽、盛开繁花。

2. 错误是成长的机会，或深或

浅都是成长的脚步。我们尽量减少

错误，但绝不能野蛮地掠夺孩子成

长的机会，因为您的态度将决定孩

子以后是否能够勇敢地迈出探索的

步伐。

3. 用心关注孩子的状态，用大爱

引航。不看“信号”就采取行动，那只

能是错误的开始、悲剧的根源。

4. 孩子是展翅欲飞的雏鹰，但在

“牢笼”里是无法飞翔的，请停止控制，

停止一味地看好系牢，掀掉那个控制

的盖子，让孩子展翅飞翔。

5. 孩子的生活不是我们童年生活

的复制，每个年龄段都有其独特的价

值。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是社会的两个

元素，各有各的轨道，请不要侵犯未成

年人的权利，让他们自由表达、自由参

与……因为他们拥有知情权、发言

权。因此，发自内心无条件地接纳孩

子、爱孩子吧。

6. 记得在孩子成长的重要路口进

行导航，因为方向比努力更重要。

7. 不要总是高举“红色禁止牌”，

多给孩子发放“绿色通行证”，让孩子

去经历、去爱好、去疼痛、去快乐、去奔

跑嬉戏，不要以爱的名义扼杀孩子的

童真、童趣、童梦。

8. 赏识、赞美与激励永远是孩子

前进的动力和润滑剂，不要忽视孩子

的点滴进步和努力，不要吝啬赞美，要

用爱为孩子加油打气。因为，教育就

是不断放大成长的可能。

分类分层成立专业家委会

我们要变具有行政色彩的校级

（班级）家长委员会为协调服务分类

分层的专业家长委员会。我们将原

来啥也管、啥也管不到位的具有综合

职能的校级（班级）家长委员会拆分

成单项专业委员会——比如游学事

务家长委员会、亲子阅读督查家长委

员会、家校矛盾协调家长委员会、社

会大课堂兼职讲师家长委员会、校外

路队陪护家长委员会、社区资源协调

家 长 委 员 会 、学 校 义 工 家 长 委 员

会等。

我们先成立班级各类专业委员

会，再层层推荐组成校级专业委员

会。家长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兴

趣 、特 长 、时 间 确 定 申 报 项 目 。 这

样不仅满足了家长参与孩子教育的

需 求 ，还 充 分 挖 掘 利 用 了 家 长 资

源，办了一些学校想办但很难办成

的事。

比如，家校矛盾很难完全避免，家

长到学校堵门、挂横幅、扰乱教学秩序

的“校闹”时有发生，这已成为校长和

教师的烦心事。

我们的做法是成立家校矛盾协调

家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均是

当地德高望重的人，遇到家校矛盾，借

助该委员会协调，效果非常好。

寒暑假践行家本课程

据统计，一个学生每年的假期接

近半年时间。这些日子里，学生“在家

干什么”的问题值得思考。

我们认为，假期对中小学生学习、

生活、生命成长有着重要意义：它是完

成课外阅读书目的黄金阅读期，是如

何过闲暇生活的体验期，是自主管理、

自主学习的实践期，是学生综合素养

成效的实验考核场。为此，我们创意、

策划了如下培育核心素养的家本课程

体系。

影视课程：推荐适合孩子假期观

看的电影及电视节目。

“三名”课程：读名著、赏名画、听

名曲，让高雅艺术走进孩子的内心。

观察大自然课程：看星星、听虫

鸣、观蚂蚁等，让孩子走进大自然这本

大教科书。

生活技能课程：生活自理、烹饪、

茶艺、养花等，让孩子做一个生活能自

理、有乐趣的人。

交友、游学课程：让小学低年级

学生了解自己所在乡镇、所在村，让

小学高年级学生了解自己所在县区

的所有乡镇，让初中生熟悉自己所在

地市的文化和风土人情等。我们还

提倡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带孩子去

旅游、走亲戚，鼓励孩子交朋友、看

长辈。

促进书香家庭建设

一个家庭的书架就是孩子的精神

家园。学校可以通过“小手拉大手，读

书进千家”活动，让家庭、社区成为学

校读书活动的支持者、宣传者、参与者

和建设者。每年“世界读书日”，我们

会举办建设小书屋（小书角）活动，举

行争创书香家庭暨亲子阅读擂台赛颁

奖典礼。

书香家庭评选细则：

1. 为孩子创设一个良好的家庭读

书环境，小书屋“四个一”建设达标（一

个小书房或小书角，一个小书柜或小

书架，一张小书桌，一盏台灯）。

2. 购置一定数量的适合孩子阅读

的课外读物：家庭藏书至少50册，每年

购买新书不少于 6 册 ，至少订一种

报刊。

3. 家长和孩子能共同拟定详细的

读书计划，按计划实施，互相监督。

4. 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实际情况，

制订亲子共读计划；寒暑假每周亲子

共读时间不少于2小时，督促孩子每天

阅读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确保读书数

量在班级、年级名列前茅。

5. 利用周末或其他休息时间，带

孩子到书店或图书馆买书、看书，让读

书成为一种休闲时尚。

6. 经常开展家庭读书报告会，讨

论交流各自的读书方法和读书心得，

教孩子学会读书。

7. 家长要引导和教育孩子读自己

喜欢的书，读好书、看名著，广泛涉猎

各种书籍。

8. 家长要用各种方法提高孩子的

读书兴趣，用高雅文化占领孩子的

心灵。

9. 鼓励和引导孩子写读书笔记，

鼓励孩子在阅读中思考人生、思考世

界，鼓励孩子发表自己不同的看法和

见解。

10. 鼓励孩子参加各类读书征文、

竞赛，积极向各类报刊投稿。

书香家庭每年 4 月“世界读书日”

公布，学校联合社区居委会向获奖家

庭授牌表彰。

亲子阅读擂台赛的创意：

1. 学期初，学校向家庭推荐亲子

阅读书目及自由阅读书目。

2. 父母与孩子一道协商制订亲子

阅读计划。

3. 按计划实施一次家庭阅读茶话

会，可邀请亲朋好友参加。

4. 完成共读一本书，家长、孩子各

自写读后感，并参加校级交流。

5. 书香家庭获得者可以不经过初

赛直接进入亲子阅读擂台赛决赛。

6. 父母与孩子一道组成小组参

赛，决出本届擂主，颁发一定价值的购

书卡。

尝试组建家庭互助互育组

家庭互助互育组一般是在班主任

协调下同班（同年级）学生家庭完全自

愿组成的合作组织。互助互育组的成

立为家长之间、孩子之间的交流搭建

了平台，让孩子学会与他人相处、合

作；家长也可以在活动中更全面地了

解、认识孩子，学习借鉴别人的家庭教

育经验，交流教育体会。

家庭互助互育组大多利用周末或

节假日一起聚会、郊游等。孩子们这

样说：“参加这个小组，我们一起郊

游、聚餐，比一个人面对老爸老妈强

多了”“自从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好像

不 再 是 独 生 子 女 了 ，感 觉 不 再 孤

独”……家长们说：“互助互育组让我

们这些素不相识的家长成了朋友，成

了‘同学’。有些从自己孩子那里了

解不到的东西，从孩子的伙伴那里可

以了解，也可以从其他家长那里得

知”“因为孩子，我们相识，因为孩子

同龄，我们常常面对同样的问题，共

同研讨，共同协商，互相学习，互相借

鉴，这样的组织太好了”……

互助互育组还结出了另外一个

“果实”。如今，安全问题制约着学校

校外活动的开展，使得孩子失去了许

多外出锻炼的机会。由于该小组人员

不多，家长又特别负责，孩子们在外

是安全的。互助活动的交流，还会不

断向其他时间、空间延伸，这就形成

了一个校外家庭联系网。孩子在这个

组织中也增进了友谊，培养了合作

精神。

提升服务，让家长受到尊重

1. 校门口办起家长读书社

每到放学时分，学生家长就会拥

堵到校门口，这已经成为城市一景。

鉴于许多学生家长接孩子来得很早又

无事可做，只能站在校门口聊天打发

时间的情况，我们在校门口办起了家

长读书社，让家长利用这段时间读书

充电。具体做法是：学校把图书室的

部分报纸、图书拿到读书社，供家长

和社区居民阅读，搭建了遮阳篷，还

购置了许多椅子，让家长休息、读书

使用。

校门口办家长读书社，一方面是

盘活了学校阅读资源，提高了学校资

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是学校树立了

对自己的客户——家长和学生的服务

意识、培训意识。

2. 让家长乐意到校

家长最头疼、最害怕的事情之一

就是班主任、教师“请”自己到校，父母

双方常为此事推来推去。

我们变换了一种思维方式，变请

后进生家长到校为请优等生家长到

校，变学生害怕请家长到校为学生乐

意、盼望请家长到校。具体做法是，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学生可以请家长

到校：为班级作出突出贡献、得到学校

表彰的，学习成绩有较大进步的，思想

表现有明显好转的……

此 时 ，班 主 任 要 填 写 学 校 特 意

印制的精美邀请卡，邀请卡上的主

要内容：一是向家长报喜，祝贺孩子

进步，并感谢家长配合学校、班级的

工作；二是真诚邀请 3-5 名家长结

合自己的职业特点，为本班学生讲

一些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班主任

填写完毕、学校加盖公章后，由学生

亲自带给家长。一家人围绕邀请卡

有 说 不 完 的 话 ，家 庭 氛 围 其 乐 融

融。班里的学生听家长开设的讲座

比听教师上课还投入。这些为家长

赢得面子的孩子，成了同伴羡慕的

对象。许多孩子暗下决心要改变自

己，要为家长赢得一张邀请卡，让家

长在班里也“风光风光”。

试想，这样请家长到校，学生乐

意，家长面子上又有光，同时又为本班

学生举办了各种讲座，弥补了学校教

育的不足。

让学生乐意请家长到校的创意是

反其道而行之，变传统的请后进生家

长到校为定期邀请优等生家长到校开

设讲座。不仅家长资源被学校利用起

来，而且营造了“请谁的家长到校谁光

荣”的舆论氛围，同时形成了一个“学

生想叫家长到校，家长也愿意到学校

来的”环境场。

3. 轮流召开班级家长会

其实，定期集中召开班级家长会

有一些弊端：比如因班额较大，讲共性

问题多，谈个性问题少。比如因家长

工作性质的原因，定期召开家长会时，

经常有家长因无法请假而缺席。

针对上述情况，我校推出了轮流

召开班级家长会的新举措，具体做法

是：先确定家长会的主题，然后以班

级为单位，在班主任牵头、任课教师

协助下，一周时间内以每次不多于 10

人的形式分数次召开家长会。家长

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安排，与班主任

协商参加家长会的时间。学生家长

普遍反映，这样一是方便了家长，二

是能与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一对一、面

对面沟通交流，对孩子在校的表现有

了全方位认识，三是从班主任、任课

教师那里得到的有用信息增加了，与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分工、协作更加

默契了。

轮流召开班级家长会的创意，是

学校的一种换位思考，使学校与家长

的关系从传统的服从与被服从、命令

与执行的关系上升到双方民主、平等、

协商的新型家校关系。同时也使家长

会从原来过于追求形式走向了现在追

求效果的高境界。

4. 协调亲子矛盾，举办学生、家长

辩论会

为了促进家长与学生之间的相互

理解，消除家长与孩子的代际鸿沟，

让他们平等地坐在一起，把自己的心

里话说出来，学校举办了两场别开生

面的辩论会。第一场：学生代表是正

方，家长代表是反方。正方的观点是

“家长不理解我们孩子”；第二场：家

长代表是正方，学生代表是反方。正

方的观点是“子女不理解父母”。辩

论会主席由校长担任，特邀社区居委

会委员、高校专家等组成评委团。活

动结束后，父母与孩子达成了共识：

双方都不容易，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

经。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生活中

难免会产生误会。今后要做到互相理

解，即子女理解父母，父母也要理解

子女。

围绕父母与孩子共同感兴趣的

话题，举办学生、家长辩论会的创意，

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新尝试。该

创意为父母和孩子搭建了一个互说

心里话的平等对话平台。可喜的是，

在双方争辩的过程中，父母与孩子在

事实面前都学会了换位思考、互相

理解。

5. 让家长享受孩子成长的荣耀

班主任每周末在班级进行“全民

公投”（无记名投票），评选出本周综合

表现进步最大的 10 名学生，结合班级

任课教师的意见，双向通过的学生，一

是为其颁发嘉奖卡，二是班主任周日

可带学生到附近景点游玩或上网玩游

戏，当然也可以满足学生的其他小

心愿。

若学生连续3次获得班级嘉奖卡，

则邀请其家长到校以嘉宾形式参加学

校升旗仪式，由级段主任为其颁发嘉

奖令，走“星光大道”，授予颁奖词、同

伴献花、发表获奖感言。

颁发嘉奖卡、嘉奖喜报这个小创

意让孩子感觉很开心，而且家长也能

和孩子一起享受表扬的荣誉，这对他

们是莫大的鼓励。更重要的是，从此

以后家长定会成为学校的铁杆粉丝，

积极主动配合班主任和其他教师的

工作。

纵观上述“提升服务、搭建平台”

的几项创意，转变观念、改变心智模式

是多么重要。

（作者系河南省封丘县实新学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