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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 何月丰

2021 年 10 月 4 日，我在“校长日

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上午读完了李希贵校长所著

的《学生第二》。这是爱人推荐我读

的。其中一些内容与之前读过的同样

是李希贵所著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

育》感觉有些相似。不过，正如爱人所

言，再读算是复习吧。李希贵校长的一

些想法与做法，确实令我受益良多。将

《学生第二》放回书架，我又打开《学校

如何运转》，同样是李希贵的书……

读书的重要性无须赘言。一名新

任校长如能在一开始就多读一些学校

管理方面的书，接下来的工作可能会

事半功倍。

比如，2021 年 11 月 4 日，我在“校

长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发了一组给“班主任特殊贡献

奖”获得者颁奖的照片到朋友圈。我

经常做这样的事，一定程度是受到

《学生第二》的影响。作为校长，我们

该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呢？我现在坚定

地认为是教师，因为只有校长把教师

放在了第一位，教师有了温暖的感

觉，工作自然就会好起来，学生的发

展才能成为现实……

你看，这就是我读了《学生第二》

之后对于校长工作的一种认识，这种

认识对我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

作用。

初 任 校 长 的 第 一 个 学 期 ，我 读

完了《学生第二》《校长优先》《我在

苗乡当校长》等 10 多本与校长工作

相关的书。这些书让我快速、科学

地认识了校长这一岗位，明晰了学

校的运转机制。

在 我 看 来 ，新 任 校 长 要 有 自 己

的读书行动。对此 ，我主要有 3 点

感悟：

第一，读校长管理手记类的书，学

习科学处事方式。校长工作比学科教

学复杂得多，校长要处理的许多事情

不是自己所学专业的，也不全是校内

的，且纷繁杂乱，几乎无所不包，比如

信访、基建、教学、安全、财务等。多读

一些校长管理手记类的书，就会明白

自己现在遇到的许多烦心事，其他校

长也经常遇到。不仅如此，书中的一

则则故事，还能生动形象地教会我们

如何处理一些事情。当然，也有许多

事情我们现在尚未遇到，但以后遇到

时也会从容些。

第二，读学校管理理论类的书，

学习科学运转学校。处理事情是校

长的日常工作，其目的是让学校更好

地运转，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

是，学校更好地运转不能只停留在对

事情的有效处理上，更要建立在校长

对学校运转的整体认识和把握上。

读了《学校如何运转》之后，我参考李

希贵校长在书中的建议，开始对三毛

小学现在的一些行政处事方式、制度

设置等进行整体思考和构想，并逐步

调整。我还学着李希贵校长提出的

管理层级理论，搭建了党务工作、教

学工作、德育工作、科研工作等管理

层级框架，不仅让自己一下子明晰了

学校各个系统的运转方式，也让所有

行政人员明确了自己的工作。

第三，读与校长工作有关的报刊，

学习学校发展前沿理念。任校长后，

在我的订阅清单中添加了《中小学校

长》《中小学学校管理》等刊物。读其

中的文章，可以尽快学习到当前一些

前沿理念和先进做法。比如劳动教育

如何更好地校本实践、“双减”后学校

的作业如何管理等，这些都可以在其

中找到好的策略。

因为深知读书的益处，我还带动

整个团队一起读书。任校长第一年的

寒假，我给每位行政干部赠送了《只为

播下一颗幸福的种子：一个小学校长

的教育手记》，第二年寒假又赠送了

《教育的目的》。学校各个科室也在不

断结合自己的工作开展读书活动。作

为校长的我，已经成为学校的“第一阅

读推广人”。

（作者系浙江省海盐县三毛小学

校长）

读书行动

作为校长，我们该把什

么放在第一位呢？我现在

坚定地认为是教师，因为只

有校长把教师放在了第一

位，教师有了温暖的感觉，

工作自然就会好起来，学生

的发展才能成为现实……

新任校长的理想与信念③

如何推动和帮助家长的高质量陪

伴？百仕达小学通过“组织学习、提供

抓手、搭建平台、树立榜样”四大策略，

促进家校紧密合作，为孩子营造一个

安全友好、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终身学习做“自在父母”

2020 届毕业生小琪是个心思细

腻、内向敏感的女孩，父母对她的要求

高，但沟通少，她一度十分焦虑，情绪

不知如何疏解，脾气也变得暴躁，亲子

矛盾频繁发生。于是教师动员小琪父

母参加了第一期“自在父母”研习营，

在一学期的学习过程中，小琪父母接

触到新的家庭教育理念，开始努力去

理解孩子、倾听孩子、看见孩子。结业

式上，小琪的妈妈动情地说：“研习营

不仅改变了我，更改变了孩子，甚至让

我们夫妻关系也更加和谐了。”

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诸多因素

中，父母的素养和教养方式处于核心

地位。父母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

必须成为家庭教育的终身学习者。为

了提升父母的家庭教育素养，提高家

庭教育的质量，我校在新生入学前就

开始家长培训。每一年新生录取之

后，我们会组织家长参加三至四次集

中培训，内容涉及幼小衔接和阅读、运

动、家务劳动等习惯培养的各个层

面。入学后，每学期都会针对家长的

需求，邀请专家为家长做家庭教育讲

座，传授育儿理念和方法。

“自在父母”研习营就是为家长定

制的家庭教育系列课程，帮助了许多

家长和孩子，家长开始接受无条件接

纳孩子的陪伴原则，越来越关注孩子

的需求，愿意加入孩子的行动中，与孩

子真诚、平等地交流。研习营带给家

长与孩子沟通、陪伴的理念和技巧，为

高质量陪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高质量陪伴的四个支点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地

球”。找准支点，家长高质量陪伴就有

了抓手，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学校根据孩子的心理和发展需

求，结合办学理念、特色，选择了“阅

读、运动、家务劳动、社会实践”四个支

点，作为家长高质量陪伴的抓手。

支点一，亲子阅读。百仕达小学

有自成体系的阅读课程，有童话般温

馨的图书馆，还有每天一小时的自由

阅读时间。我们指导家长建设良好的

家庭阅读环境，坚持开展家庭阅读活

动，聊聊自己读过的书，读书给孩子

听，跟孩子聊他在学校读过的书，带孩

子去图书馆……

五年级学生陈知之家的客厅里

没有茶几和沙发，只有书架和大长

桌，七八个书架上摆放着 3000 余册藏

书，爸爸妈妈每天都陪孩子一起读

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知之的阅读

量达到 3500 万字，背诵了近 300 首古

诗，整理了 3 本作文集，数篇作文获

奖。爱阅读的爸爸妈妈也在事业上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像这样的亲子阅读在百仕达小学

并不鲜见。在家校的共同推动下，学

生阅读兴趣浓厚，阅读量十分惊人，

一、二年级学生的年阅读量人均超过

了400万字，中高年级学生的年阅读量

人均1000万字。

支点二，一起运动。在百仕达小

学，运动是与阅读比翼齐飞的最美姿

态之一。在学校，学生每天有一节体

育课和一小时的长课间体育活动；在

家里，我们鼓励家长跟孩子一起运

动：跳短绳、平板支撑、仰卧起坐……

疫情期间，学校组织家长跟孩子一起

参加居家体育运动秀，得到了家长的

积极响应。

跳短绳是家校共育中一个能与亲

子阅读媲美的典范项目。从一年级入

学开始，学校就鼓励家长每天陪孩子

跳短绳。入学前，学生高钧涵跳短绳

一分钟只能跳20个。他的妈妈按照学

校的建议，每天陪钧涵跳短绳，一学期

下来，钧涵每分钟可以跳 130 多个，虽

然还没有达到班级平均水平，但是看

到钧涵每天努力着并乐此不疲，她就

感觉自己的陪伴十分值得。

2022年，401班、404班参加深圳市

班级跳短绳比赛，以全市第二名、第五

名的成绩双双获得一等奖。学生说：

“我们的跳绳是语文老师（班主任）和

爸爸妈妈教的！”

在家长的支持下，学校的九大体

育社团也得以蓬勃开展。比如帆船社

团，训练地点在海边，时间大多安排在

节假日，没有家长的陪伴，孩子是很难

坚持的。601 班学生张澄一年级时参

加了帆船队，5年多来爸爸一直陪他训

练，陪他参加比赛。2021—2022年，张

澄连续获得全国 U12 冠军，2023 年又

获得了亚洲帆船锦标赛U12冠军。家

长的陪伴不仅让孩子收获了荣誉，而

且收获了自信，收获了成长。2019 届

毕业生宋翊嘉在校时是学校女篮队

长，每次比赛她的爸爸妈妈都会亲临

赛场加油鼓劲。2022 年，宋翊嘉成为

蔡崇信篮球奖学金全国唯一获奖女

生，前往美国留学。

家长的运动陪伴，促进了全校学

生体质的综合提高。2021 年，我校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达到 94.32%，

全市第一；2022年12月，我校参加了广

东省学生体质健康抽测，优良率达到

99.17%。

家务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是另外

两个支点。学校鼓励家长给孩子分配

一个长期的家务劳动岗位，鼓励家长

陪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比如职业

体验、公益活动等。在家长的陪伴下，

百仕达小学的小义工参与了城市垃圾

分类、社区服务站、小区防疫、图书馆

等多项公益服务，成了深圳义工大军

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一年级学生贺昱

久每个假期都会在妈妈的陪伴下参与

清理梅沙河岸垃圾、巡河保安全活

动。参与公益活动，能了解到自己也

可以帮助更多人、让世界更美好，从而

培养爱心、责任和担当。父母和孩子

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互动多了，亲子

关系也更好了。

家长一个接一个走进教室

一个人可能走得更快，但是一群

人会走得更远。搭建平台，让家长相

互学习、彼此激励，可以让高质量陪伴

更深入、更持久。

学校搭建了阅读平台，如“故事爸

妈进教室”、图书馆家长义工团队。

2012年3月，第一批爱阅读会讲故事的

家长志愿者走进教室，给孩子们读绘

本、讲故事。从此，家长一个接一个地

走 进 了 教 室 ，成 了 故 事 爸 爸 、故 事

妈妈。

韩雪元是第一批勇敢走进教室的

故事妈妈，后来还以家长义工的身份

成为学校图书馆馆长。在学校的阅读

平台上，她从“门外汉”成长为一个资

深的儿童阅读推广人，创建了 Me 学

院，开发了多个图书馆课程并推广到

许多学校。女儿衣衣在她的影响和陪

伴下，成了一个高阶阅读者。

如今，全校所有的家长都参与了

“故事爸妈进教室”活动，每周都有这

样的场景：洒满晨光的教室里，一位妈

妈给孩子们读绘本，一群家长在后面

观摩……图书馆里，家长义工不仅为

孩子导读，还以图书馆为中心开发了

许多阅读拓展课程，如帆船课、建筑

课、音乐课、艺术行走、企业行走、黄昏

音乐会……

这些阅读平台给家长提供了学

习与交流的机会，家长的亲子阅读

水平不断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与

习惯也越来越好。目前，“故事爸妈

进教室”活动已经走出百仕达小学，

走向周边学校，走向了全市，成为深

圳市读书月一个响亮的品牌，在全

市许多学校得到推广和发展。百仕

达小学图书馆也因家长高度参与所

形成的独特文化，被评为深圳市最

美校园图书馆，教室和图书馆里的

爸爸妈妈也被媒体亲切地称为校园

里的“花婆婆”。

学校搭建的运动平台也深受家长

和孩子的欢迎。每学期的运动会，学

校都会邀请家长参与，为家长设置运

动项目，让家长跟教师、孩子一起同场

竞技。近年来，学校与家委会合作，成

立了百小联（足球）俱乐部、百小篮（篮

球）俱乐部，吸引了 100 多位爸爸参

加。每到周末，绿茵场上，篮球场边，

爸爸在场上奔跑，妈妈带着孩子在场

边呐喊助威，亲子相伴，其乐融融。“我

们成立百小联的初衷，是想以百仕达

小学为纽带，以足球为媒介，以加强亲

子关系为目标，建立一个爸爸与爸爸、

爸爸与学校之间交流互动的平台。”百

小联发起人之一李俊说，“受爸爸们影

响，百小联队员的孩子都喜欢运动，尤

其是男孩子，学校足球队很大一部

分成员来自百小联队员家庭，其

中也包括我儿子。”

学校开放教室，提供学习

平台，让父母成为孩子的学

习伙伴。学校每学期都会

举办“家长参与学习活动”，

邀请家长走进教室，跟孩

子做半天同学，一起阅读，

一起讨论。每学期都组织

一次项目式学习，鼓励家长

陪孩子去图书馆查找资料，

去现场实地考察，去街头发放

问卷……2022年，学生杨梓焉的

项目式学习作品“智能消毒雾化

器”获得了广东省少年儿童科技发明

奖，这其中就有陪孩子做研究的家长

导师——梓焉爸爸的功劳。

家长不仅跟孩子做同学，还能上

讲台当老师。在高年级，每周有一节

职业分享课，家长轮流站上讲台，分享

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成长故事。张睿医

生来学校上职业分享课，儿子津玮既

兴奋又自豪。当天的日记里，津玮写

道：“医学虽难，但是很有趣。我也要

像爸爸一样，做一名优秀的医生。”家

长参与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对孩子而

言，既是最亲切的职业与理想教育，也

是最好的陪伴和榜样。

我 们 还 为 家 长 提 供 其 他 平 台 。

如“艺术行走”平台，家长陪孩子前往

美术馆、博物馆……音乐会、百小乐

家长合唱团为喜欢音乐的家长提供

与孩子一起登台演出的机会。还有

交通安全护导平台、食品监督平台、

学校工程改建监督平台……家长多

渠道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为孩子的

安全护航。

高质量陪伴需要被看见，从而引

领和推动更多家庭更高质量的陪伴。

我们每年都征集家庭教育案例，评选

爱心家庭、书香家庭、运动家庭……通

过颁奖典礼和微信公众号报道，表彰

并推广他们优秀的家庭教育经验。

2022 年，学生周云霓一家四口主

演的家庭教育情景剧《让爱继续播放》

荣获广东省一等奖。学校通过视频号

向全校家长推送，帮助家长缓解孩子

居家学习所带来的家庭焦虑。与学校

一起推动家长高质量陪伴的学校家委

会每年都被评为罗湖区示范家委会。

百小联足球俱乐部、百小联篮球俱乐

部先后荣获最具价值公益项目奖。学

校也及时表彰和宣传，吸引了更多的

家长参与。

榜样的引领效果显著。学生陈

知之一家的事迹被学校推荐到深圳

市妇联、市文明办，荣获“深圳市最

美家庭”称号。学校公众号报道后，

得到了许多家庭的积极反馈。恩瑞

爸爸行动迅速，很快把客厅改造成

了书房，他得意地说：“我们执行力

还可以哦！”

在四大策略的推动下，家长与孩

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与学校保持

了良好的互动。百仕达小学的家校共

育正助力孩子成为有教养的生活者、

有热情的学习者、会思考的行动者。

（作者系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小学校长）

我
们
期
待
这
样
的
家
长

—
—

深
圳
市
罗
湖
区
百
仕
达
小
学
家
庭
教
育
的
探
索
与
实
践

治校方略
家庭是儿童成长的第一环

境，父母长时间、高质量的陪伴
不仅可以和谐亲子关系，还可以
促进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品
格，形成健康的心理。深圳市罗
湖区百仕达小学致力于建设多
元和谐、友好开放的生态型学
校，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视家长为
不可缺失的力量。在每年的招
生简章中都特别强调：“我们期
待携手这样的家长：积极参与孩
子的成长，把陪伴孩子阅读、运
动和社会实践视为理所当然的
家庭生活方式。”

□
熊
佑
平

““自在父母自在父母””之亲子沟通之亲子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