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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江西省弋

阳县区域推进家校合作。从2013年

开始，有学校通过不断创新工作方

法，比如把家长会开到外省去，让在

外务工的家长感受到不一样的温度，

为留守孩子搭建“连心桥”。圭峰中

学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跨省家长会”缘何而来

圭峰中学是弋阳县两所农村中

学合并成立的初级中学，当年有学

生932名，其中留守孩子有604名，占

学生总数的 64.8％。外出打工的父

母对这些留在家乡的子女无法履行

监护职责，80％的留守孩子是由祖

父、祖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护，

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监

护人基本没有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

学习，同时也产生了其他诸多问题。

相当一部分留守孩子对学习和

生活缺乏热情，进取心、自觉性不

强，有厌学倾向，部分留守孩子甚至

产生“读书无用”的想法。由于缺少

亲情关怀和应有的家庭教育，留守

孩子的思想、行为和心理在成长过

程中容易偏离正常轨道。父母远在

千里之外，教育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面对类似的困境，基于弋阳县

教体局“以良好的校风影响家风、

改变民风”的指导思想，圭峰中学

原校长路光生想到：教育需要家校

合力。于是我们“大胆”将家长会

开到家长务工的地方。这项工作

说易行难，学校前期通过大量的调

查问卷，了解到圭峰中学的家长主

要集中在浙江义乌和浦江两地打

工，就把跨省家长会的地点选在了

这两个地方。

怎样召开“跨省家长会”

召开跨省家长会前，圭峰中学的

班主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首先，让

孩子给在外务工的父母写一封信并

准备一份礼物。其次，请各班班主任

将留守孩子在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及

他们对父母的祝福拍成视频，以便在

跨省家长会上播放给家长。再次，班

主任将留守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与

各方面表现情况梳理好，以便在跨省

家长会现场与各位家长汇报交流。

最后，请部分优秀班主任就如何当好

家长、如何开展有效的家庭教育等问

题做发言准备。

以 2015 年 12 月 26 日的家长会

为例：上午 7 点半，周末原本安静的

义乌市稠州中学一下子热闹起来。

一辆大巴车缓缓驶入校园，一车人

有计划地开始忙碌起来。有的在校

门口悬挂横幅，有的在校门口迎接

家长，有的布置会场、调试音响设

备，有的负责拍照和摄像……家长

们一个个笑容满面地走进稠州中

学，有的与班主任热情地交谈，有的

与一同参加家长会的亲友亲切聊

天 ，有的大声地发出赞扬与感谢

……这是圭峰中学第三次来义乌开

展跨省家长会活动。

跨省家长会的最后一项活动是

家长与各班主任自由交流、合影。

为了让学生看看父母在外务工情

况，第二天校领导带着班主任赴部

分家长的务工地拍摄了他们的工作

情况，带回弋阳给孩子看。

“跨省家长会”唤醒了什么

•跨省家长会，拓宽了家校合

作的新渠道

2013 年，为了更好地进行家校

合作，圭峰中学把家校教育研讨会

的分会场设在义乌和浦江。

家长们看到家乡的老师后感到

格外亲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家

长们也与班主任进行了面对面的交

流，表示要更好地配合学校开展各

项工作。同时，学校还深入家长务

工地点，拍摄了家长辛勤工作的场

面，利用这些资料对学生进行感恩

教育，让他们感受父母的辛苦，从而

勤奋读书 ，用优异的成绩报答父

母。这样的跨省家长会拉近了学校

与家庭的距离，增强了家长与学校

的沟通、理解，真正使家长成为学校

工作的支持者、配合者，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

比如，七（5）班学生小安是14岁

的男生，父母在义乌打工，因为爷爷

奶奶的宠爱，他养成了好吃懒做、玩

游戏、厌学等不良习气。特别是玩

电脑游戏上瘾，每周上学都要找各

种理由请假。班主任耐心地做了大

量教育工作，但效果甚微。不过，学

校老师到义乌开家长会并拍摄了家

长辛勤工作的场面后，小安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他再也没有以前那么

叛逆，父母不在家也不会偷偷去上

网。在学校把学习放在心上，把纪

律放在眼里，他表示要用优秀的成

绩报答父母和老师。

•跨省家长会，搭建了家长、老

师、学生沟通的连心桥

2015 年和 2016 年的两次跨省

家长会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家长

们非常感谢班主任的良苦用心与不

辞辛劳，也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对

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还了解到孩子

对父爱、母爱的渴望。鉴于此，圭峰

中学原校长李庆红创新了第三次跨

省家长会。他不仅邀请了弋阳县

“家校合作委员会”的观察团，还邀

请了圭峰镇办公室主任李汉院及圭

峰中学“家长委员会”会长吴秋冬与

学生代表洪雨珊等一同前往。李庆

红希望让跨省家长会的效益实现最

大化，希望“家校合作委员会”给跨

省家长会提一些好的建议，并将圭

峰中学好的做法在全县宣传、推广，

希望圭峰镇的知名人士和爱心人士

了解圭峰中学的教育，从而达到支

持和帮助学校教育工作的目的。

跨省家长会后，家长们已经意

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作用，

有 40 多位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

长，从外地回到弋阳本地务工。学

校也为他们提供了食堂和小店的服

务岗位，其中有两位家长在学校工

勤岗位上班。以前父母每月都难得

打电话给孩子，现在周末都打电话

回来嘘寒问暖，询问孩子在校表现

和学习情况。孩子与父母的通话内

容也不再只是向父母要钱，还会关

心父母，让父母不要太累，注意安全

等。家长说孩子更懂事了，孩子也

认为父母更加理解自己了，与父母

的关系也和谐了。班主任更加认真

用心地去爱学生了，对待“不听话”

的留守孩子也更加耐心了。八（4）

班学生吴佳丽原来是留守孩子，妈

妈回来后她的学习进步很快，性格

也开朗了起来，还当上了班长。

跨省家长会，给相隔千里的家

校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连心桥”。

•跨省家长会，家长孩子不再

是“陌生的亲人”

留守孩子普遍认为父母不喜欢

自己，为了赚钱不管自己，觉得自己

没人疼没人爱；外出务工的父母觉

得孩子不懂事、不听话，和自己不

亲。孩子与父母成了“陌生的亲

人”。于是，跨省家长会前，学校会

为每个学生录一段学习生活视频，

建议学生向父母问好；学校老师又

把家长工作及生活情况拍成视频带

回来给孩子们看。“爸爸妈妈，我想

你们了，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爸爸妈

妈，你们注意身体”“儿子、女儿，要

吃饱饭，没钱和爸爸妈妈说，过节就

回来，听老师、爷爷、奶奶的话……”

一句句简单的问候和关心，让父母

和子女之间的埋怨、委屈都化为理

解和关爱。

“为了看到自己孩子在视频中

的十几秒甚至几秒，家长们两个小

时里都不敢多眨眼，生怕漏了，他们

无一不泪流满面。”有老师说。

圭峰中学现任校长宣功义说：

“孩子们看爸爸妈妈的视频也是全

神贯注，看到父母的工作状态、生活

环境及父母对自己的关心，有的孩

子眼含热泪，有的孩子紧咬嘴唇。”

跨省家长会为家校之间、父母

子女之间架起沟通理解的桥梁。家

长不再以忙碌、遥远、生计为由漠视

孩子的教育。有家长说：“老师都能

这样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还有什

么不能做到的？”

通过跨省家长会，家长对孩子

的理解和认识、孩子对家长的认可

和感情，和以前相比完全不同了，他

们会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

跨省家长会，让学校获得了家

长的信任和理解，让家长回归教育

的“主位”，担任孩子教育的“主角”。

•跨省家长会，多一份爱送给

留守孩子

对于父母常年在外的留守孩

子，学校教师常常走村串户与他们

的监护人沟通。除了学习和生活方

面，学校还在心理上对留守孩子给

予关怀，设立了心理咨询室，并开发

了相关校本课程。

自 2013 年至 2019 年，圭峰中学

跨省家长会已经连续召开了6次，路

光生、李庆红和宣功义三任校长薪火

相传、相互接力，把跨省家长会作为

学校工作的一个重点项目来做，每年

12月中旬去浙江召开跨省家长会已

经成为一种常态，每年的会议议程、

活动项目都有所创新，这样做的目的

只有一个——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

生的一切。不能让家长与教师、孩子

失去心灵的沟通，而是为留守孩子搭

建一座永远相通、相依、相恋、相爱的

“连心桥”。

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不仅仅

是圭峰中学，弋阳县的大多数农村

学校出现了回流现象。针对城镇化

带来的城市挤、乡村空的教育难题，

“家、校、社”齐发力，以良好的校风

影响家风、改变民风，用小教育撬动

了大社会。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弋阳县圭

峰中学）

为留守孩子召开“跨省家长会”

召开跨省家长会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每年的会议议程、活

动项目都有所创新，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

个 —— 一 切 为 了 学

生，为了学生的一切。

□张胜祥

提升家庭教育品

质，稳定学生成长的

“大后方”，需要家长

共同体；提升班级建

设品质，优化班级教

育生态，需要家长共

同参与。

建设基于“互赖”的家长共同体
□刘金旺

家校共育，往往是在家长培训

和家长如何配合学校上下功夫 。

哪怕是家长义工或者家长开放日

等活动，也都是以学校为主导。所

谓“共育”便成了家长对学校教育

的“辅育”，或者家长接受学校的

“再教育”。

“共”的本义其实是“拱”，会意

字，古文字像双手举起一个东西。

双手举东西绝不是一只手为主，而

另一只手辅助在前一只手上。家

校共育理应是家庭和学校共同担

负起教育孩子的职责。遗憾的是，

现行的教育样态总是以学校为主、

家庭为辅。但是，一旦学生出现这

样那样的问题之后，部分班主任又

会埋怨说：“怎样的家庭教育，就

有怎样的孩子！”这不，“共育”被

抛在了九霄云外。

其实，真正的家校共育是家长

能够很好地做好家庭教育，学校能

够很好地完成学校教育，二者各自

独立又相互链接，共同完成孩子的

教育大计。

如此，家长共同体就成了家校

共育的必然选择。

所谓家长共同体就是以班级

共同体为契机，让家长结成成长共

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三者各有分工，成长共同体提升家

庭教育理念和能力，情感共同体和

命运共同体链接班级建设，共同为

班级发展竭“心”尽“智”。家长共

同体的建设是让家长共同成长，减

轻班主任的“家庭教育指导负担”，

提升家庭教育的品质，进而让每个

孩子有健康、和谐的家庭，成为学

校教育稳定的“大后方”。同时，命

运共同体的结成，又会促使家长深

度参与班级建设，为班主任工作的

良性开展保驾护航。

那么，如何打造家长共同体呢？

首先，要以班级学生成长共同

体为契机，嵌入家长成长共同体雏

形建设。在合作学习被证明是有

效学习方式之一的前提下，班级需

要打造学生成长共同体。因为部

分学生的团结，会让班主任方便把

家长团结起来，形成小型的家长沙

龙，成为家长共同体的雏形。之所

以以少数为开端，是因为许多家长

并不喜欢被要求，往往是在看到效

果后才会加入。

其次，要以“雏形”价值展示为

手段，不断吸纳新家长的加盟。不

见效果，家长总会怀疑；效果一现，

加盟者就会逐渐增多。为此，班主

任要将“雏形”沙龙的活动价值展示

出来。可以采取活动简报等形式，

可以分享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法，可

以展示个体家长的成长感受，可以

呈现参加“雏形”沙龙的家庭变化，

也可以呈现这些家庭的孩子们在一

起共同活动的样态……有心的班主

任还可以把这些家庭和孩子们的进

步罗列出来。

再次，要为家长共同体“建制”，

让“互赖”逐步生长。成长互赖、情

感互赖和命运互赖是家长共同体能

够生长和延续的必然条件。班主任

需要提出一些“互赖”条件，放手或

指导家长围绕它们建立行为准则和

运作规范。如果没有这些，家长共

同体与一般家长沙龙没多大区别。

只有以三个“互赖”为基础，家长共

同体的真正价值才能实现。

最后，班主任尽可能“让渡”工

作，让家长共同体与班主任“共”起

来。家长共同体的建立，不断提升

家长的家庭教育理念和能力，也在

不断提升家长的“班主任理解”与

班级建设思想。这个时候，班级不

再是班主任或学校的班级 ，而是

“我”的班级、“我们”的班级。如

此，家长共同体会积极主动地设计

班级发展的方向、路径，自然而然

地贡献智慧、提供资源。所以，班

主任要把班级是“我”的，让渡为班

级是“大家”的。

提升家庭教育品质，稳定学生

成长的“大后方”，需要家长共同体；

提升班级建设品质，优化班级教育

生态，需要家长共同参与。所以，家

长共同体是家校共育的必然选择。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明县第

一中学）

有人说，现行的教育样态下，所谓“家校共

育”往往成了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辅育”，或者家

长接受学校的“再教育”。如何真正实现“共

育”？本期，我们一起来探讨。

班主任家校共育指南⑤

与家长一起预约孩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