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学校管理
者，我想跟家长朋友们谈一谈孩子的教
育问题。因为我除了看到很多学生在
教师的谆谆教导、家长的循循善诱下茁
壮成长，还看到不少学生在家长的严厉
管控和拔苗助长下，成绩每况愈下，心
理逐渐扭曲。

我常常看到，学生的成绩很好，考
四星级高中没有问题，但家长仍然非
常在意孩子的每次考试，哪怕是一次
单科小测验。学校不对学生的考试成
绩进行排名，家长便想方设法通过各
种方式打听——不仅打听自己孩子的
成绩，还询问班上的最高分，关注全校
的最高分；不仅关心孩子所在班级的
总成绩，还关注隔壁班级的总成绩。
孩子的考试成绩如果进步，“母慈子
孝”；孩子的考试成绩如果退步，家长
的焦虑情绪和急躁行为立刻表露出
来——请任课教师找原因，要求孩子找
原因等。

我常常遇到，学生的文化基础薄
弱，但家长不认可、不接受这一事实。
明明学生只能上职业技术类学校，家长
却坚持让他们考普高。他们看到别人
家孩子学习成绩优秀，十分羡慕，转而
认为自己家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要么
是孩子不认真、不努力，要么是教师不
关心。因此，他们除了经常向教师询问
孩子的成绩外，甚至还在孩子的房间里
安装监控设备，以此监督孩子的学习。

我常常听到，在安静的小区里，年

轻的妈妈或爸爸辅导孩子时发出的歇
斯底里的怒吼。有时候，家长被班主任
请到学校，得知孩子成绩下降或犯了错
误时，就会马上变脸，当着老师和同学
的面，批评、怒斥孩子，其中充满暴力语
言；激动的时候，甚至会打孩子，全然不
顾孩子的自尊。

作为一名校长，接触这样的现象越
多，我的感慨越深。细细探究，这些现
象反映了家长的急躁与焦虑。造成这
种焦虑的浅层次原因是家长不懂孩子
的成长规律，深层次原因是家长对孩
子的要求过高，期望太大。人的一生中
需要参加很多次考试，一定会有考得不
理想的时候。如果孩子的考试成绩一
不理想，家长就大张旗鼓地对孩子进行
说教，这种情况成了常态，会严重影响
孩子的学习积极性，甚至会让孩子厌恶
学习，产生抑郁心理。人的认知是有差
异的，人的智商也是有差异的，人的性
格、特长和潜能更是各不相同。即使孩
子的成绩不如意，但通向罗马的大道有
很多，为什么家长偏偏要帮孩子选择一
条死胡同呢？如果家长不管孩子的现
状，一味地要求孩子考出好成绩，不断
压缩孩子的自由与隐私空间，一不如意
就对孩子吼叫，孩子又怎能放松情绪，
游刃有余地学习呢？遇到困难和挫折
的时候，又怎么愿意寻求父母的帮助
呢？如果很难有成长的快乐，只有无
尽的煎熬，久而久之，孩子就会产生强
烈的逆反心理。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位父亲教育孩子
的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位父亲
是重庆大学教授张小强，他自称“指导过
70个研究生，却对初中生女儿的教育束
手无策”。后来，他经过反思，调整了自己
的教育方式，“完全不过问学习了，只给她
做饭，陪伴她，没想到孩子反而愿意主动
跟我聊点什么”。张教授总结出的教育
经验是：“父母往往容易自以为是，对孩子
的期望值也更高，却让孩子产生逆反心
理……我的经验是给自己和孩子时间、
空间，多一些等待和陪伴，度过最难的那
个阶段。总有一天，我们和孩子的契合
点会到来，那时就容易引导孩子。”

张小强教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也遇到过，有切
身的感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所以请各位家长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
候，不要心急！孩子偶尔犯了错误，未
必是坏事，这会让他们“吃一堑，长一
智”；孩子成绩上的一次退步，未必不是
好事，这会让他们在自我反思中变得更
加严谨、强大；孩子的成绩不理想，家长
也不要整日忧心忡忡，给孩子确定一个

“跳一跳能够到”的目标就可以了。无
论什么原因，都不要轻易对孩子恶语相
向，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每个
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也都有自己的长
处，比如有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但他
或是唱歌好，或是很懂礼貌，或是做手
工很厉害……希望我们的家长不要总

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而是要
拿孩子的现在与过去对比，看到他们的
努力与进步，看到他们的才华与品德。
家长不要总把“我是为你好”这句话挂
在嘴上，时刻盯着孩子的分数，而要多
关注其情绪变化与心理波动、精神需求
与品德养成，少些“恨铁不成钢”的怨
念，多些欣赏和鼓励的言行。总之，家
长要根据孩子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教育
方法，不能自以为是或照搬他人，更不
能用自己的愿望填充孩子的未来。家
长教育孩子，首先要做的是了解孩子，
然后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以及爱好制
订培养计划。家长对孩子期望过高是
不值得提倡的，不仅容易令自身情绪低
落，还会让孩子产生心理问题。

我认为，在教育孩子方面，家长也
要“不忘初心”。犹记得我的女儿出生
时，妻子问的第一句话是：“宝宝的手脚
都是好的吧？宝宝是健康的吧？”孩子
的身心健康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父母
的初心。教育是慢的艺术，家长在抚育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忘了初
心，也千万不要心急。既然大家都知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理，那就静下
心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和鼓励，少一
些吹毛求疵、批评训斥；多一些心平气
和、等待陪伴，少一些急躁焦虑、拔苗助
长。家长们，让我们一起努力给孩子营
造温暖、愉快的成长环境，让我们一起
播撒阳光，静待花开！

（作者为句容市华阳中学校长）

用心，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
■本报通讯员 葛倩

——江苏省溧阳市后周初级中学“大家访”活动侧记

2016 年 12 月 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中指出：“教
师做的是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
的 工 作 ，是 塑 造 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
人的工作。教师不能
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
教书匠，而要成为塑
造学生品格、品行、
品味的‘大先生’。”
新时代要求广大教师
必须在为人、为事、
为学上率先垂范，争
做 塑 造 学 生 高 洁 品
格、锤炼学生高尚品
行、提升学生高雅品
位 的 新 时 代“ 大 先
生”。那么，什么样
的 教 师 才 能 当 得 起

“先生”二字？什么
样的“先生”才能配
得上“大先生”的称
号呢？

“大先生”总是追
求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忠诚教育事业，践
行培根塑魂的初心。

“大先生”总是追
求学为人师，行为世
范，勇闯事业峰巅，成
就卓越发展的梦想。

“大先生”总是追
求精益求精，高立鸿
鹄之志，创造职业生
涯的辉煌。

“大先生”总是甘
做绿叶，甘为人梯，埋
头躬耕杏坛。

“大先生”总是学
而不厌 ，诲人不倦，守
望三尺讲台，播种民
族未来的希望。

“大先生”总是追
求淡泊明志，宁静致
远，潜行笃学之路，感
悟传道授业的真谛。

“大先生”是政治坚定、治学严谨、师德
高尚、师风纯良的代名词。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
又一代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
的有用人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决定了
新时代教育需要具有大格局的教师。“大先
生”要肩负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用
一生为之拼搏奋斗。“大先生”不仅着眼于学
生的今天，更瞩目于学生的未来——要擅长
点亮学生的梦想之光，照亮学生脚下的路，
为学生走向未来蓄积强大的青春力量和知
行素养。“大先生”通晓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让
学生增长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获得心灵
的滋养、品格的塑造。教育的过程，不是机
械的知识输送，而是师生之间智慧的碰撞，
是心与心的交流。“大先生”善于以知教人，
以情动人，以爱感人，以心化人，关注学生的
身心健康，护佑学生茁壮成长。

“大先生”总有一种岗位幸福感、职业荣
誉感、事业成就感、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
所以爱生如子，爱校如家，爱教如命，守得住
初心，担得起责任。“大先生”常以“一腔热血，
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自勉自励，把

“桃李满天下，薪火传后生”当作自己莫大的
荣幸。“大先生”愿做春蚕独辛苦，不辞昼夜吐
柔丝。他们初心如磐，历久弥坚，强化“教学
五认真”，锤炼五项基本功，坚持“五育并举”，
做优“五项管理”，置顶教学效益，创新教育治
理。他们总是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乐于
关爱困境学生、留守学生，让贫困家庭有希
望，寒门学子有出路。“双减”的硬核背景为

“大先生”提供了优化教育生态、提升教育质
量的时代契机。“大先生”真正地把时间、空间
还给学生，把兴趣爱好还给学生，把健康快乐
还给学生，不以过重的课业压制学生的灵气
和天性，不以滞后的管理制约学生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努力让每一朵花尽情开放，让每一
个学生成长成才。

“大先生”是家校“连心桥”的“中流柱”，
也是家校“合唱团”的调音师。学生的健康
成长离不开学校与家庭的密切配合、同频共
振。“大先生”知道，不管“先生”有多大，总有
教不到的地方。好学生不是天生的，每一个
优秀学子的背后，都有一个给力的家庭。父
母有多用心，孩子就有多优秀。好成绩不仅
靠好老师，好父母才是“私人定制”的“梦工
厂”。“大先生”会抽出时间，投入心力，加强
研究，率先垂范，指导和帮助家长建设好家
庭，营造好家风，开展好家教，达到“教好一
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成就一所学校，振奋
一个民族”的目的。

办好教育是今天的使命，更是明天的
希望。新时代呼唤有大知识、大眼界、大道
德、大格局的为人师者。“德才配位”的“大
先生”才是时代和社会所需。对学生负责，
请家长放心，让人民满意，是每一个“大先
生”平凡而伟大的追求。激活“双减”一池
春水，鼓荡教育澎湃春潮，盼望有更多的

“大先生”出现，群策群力，开拓进取，久久
为功，不辱使命。

（作者为泰州市野徐初级中学党支部书
记、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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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请不要心急
■江卫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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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学校
有感而发

教育随笔

12月的一天傍晚，天气寒冷，溧阳
市后周初级中学的高原老师忙完一天
的工作，又骑着自行车，到学生家里“唠
家常”，第一站便是胡惜扬家。

“爷爷奶奶，高老师又来看我们
啦！”胡惜扬一边迎接老师，一边呼唤正
在干活的爷爷奶奶。

在溧阳市后周初级中学，每名教师
都是德育工作者。2018年以来，学校开
展“大家访”活动，教师全员参与，每户
必访，在维护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升学
生的学习动力、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

溧阳市后周初级中学毗邻茅山革
命老区，在校学生 300人，属于农村小规
模初中学校。2018年，刘红旗调任该校
校长。刚到学校，他就听说一名初三女
生小文（化名）辍学在家。无论老师如
何劝说，小文也不愿意继续上学。刘红
旗决定到小文家里走一趟，争取让她重
回校园。原来，小文在与母亲赌气，因
为母亲经常施加压力给她，要求她的学
习成绩必须与姐姐一样好。一番谈话
下来，刘红旗找到了症结所在。于是，
他耐心地做小文母亲的思想工作，，告
诉她人是有差异性的。此后两个星期，
刘校长前前后后往小文家跑了好几趟，
终于让小文答应复学。

这件事启发了刘红旗：能不能通过
家访，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
以便“对症下药”？经过商讨，学校决定

开展“大家访”活动，并动员所有教师参
与。住在当地的教师利用晚上时间到
学生家“串门”，增进彼此的感情，帮助
学生解决困难。

潘国华老师班上的小卜（化名），性
格自卑内向，上了初中后，学习成绩不
断下滑。为了找到原因，潘老师进行了
家访。小卜的爷爷告诉潘老师，因为家
里经济条件差，所以孩子感到很自卑；
同时，他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认为“即使
考上高中也没有钱上”，索性破罐子破
摔。潘老师向学校反映了这一情况，为
小卜申请了贫困补助。此外，学校还联
合镇政府，找到一名企业家，资助小卜
上高中。在潘老师的鼓励下，小卜恢复
了信心，学习很有动力，后来考上了职
高。初中毕业后的第一个星期，他就来
感谢潘老师，还说今后想考大学。

挖掘孩子们的闪光点

在溧阳市后周初级中学的教师们
看来，每名学生身上都有闪光点。如果
教师能把握好,闪光点就会成为学生进
步的起点。

小蔡（化名）是赵仁明老师班上的
学生，学习热情不高，在校表现也很普
通。第一次家访，赵老师仔细观察小
蔡的房间，发现被子叠得很整齐，房间
也很干净。从他爷爷口中得知，小蔡
勤快又孝顺，在家主动做家务，还帮妈
妈加工手套，从剪裁到缝纫，都能独立
完成。他还对电脑很感兴趣，经常自
学编程。听完小蔡爷爷的话，赵老师

的心中有了主意。很快，赵老师安排
小蔡当了班级的劳动委员，负责监督
班级、食堂的卫生。小蔡的积极性被
调动起来，做事特别负责，看到哪里脏
了，主动打扫。慢慢地，赵老师发现，
他的学习状态也好了许多——上课认
真听讲，作业也会及时完成。前不久，
学校挑选学生参加计算机创客比赛，
赵老师立马想到了小蔡，他也爽快地
答应了。赛前两个星期，每天中午，他
都要进行培训，却从来没有叫苦叫累。
小蔡的变化，父母看在眼里。一天，小
蔡的妈妈在路上遇到了赵老师，真诚
地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

溧阳市后周初级中学的教师们，就
像一群伯乐，挖掘出学生的闪光点，并
让它们绽放光芒。

做家长的教育导师

后周初中地处农村，60%的学生来
自周边农村家庭。许多家长教育观念
落后，加上自身认知水平有限，很少关
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那么，怎样才能
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指导他们用科学
的方法教育孩子呢？这个重担还得教
师们来挑。俗话说，要想给人一碗水，
自己得有一桶水。教师需要学习心理
学、教育学知识，才能更好地说服、指导
家长。为此，该校购买了一批相关书
籍，供教师阅读、研究。

理论还得联系实际。该校定期组
织“大家访”研究会，教师们聚在一起，
讨论家长常说的一些“老大难”问题，如

“孩子玩手机管不了怎么办”“不爱学习
怎么办”等。会上，教师分享各自的家
访心得，互相借鉴、学习。

虽然指导家长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劳心又劳力，但没有一名教师抱
怨。不少教师还成为家长公认的教育
导师，狄洪伟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
的指导下，很多家长扭转了教育观念，
修复了亲子关系。曾经，狄老师班上
的小邓（化名）与父亲关系很紧张，导
致学习状态变差。狄老师提起她的父
亲，她就皱着眉头说：“老师，不要提
他！他根本不关心我！”

小邓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狄老师
只能通过微信与他联系。一段时间下
来，狄老师发现，小邓的父亲与女儿缺
乏沟通，通电话次数很少，对女儿的学
习也不闻不问。在他朴素的认知里，给
孩子买东西，就是在关心她。殊不知，
青春期的孩子心理变化大，需要家长给
予更多的关注。狄老师一边做小邓父
亲的思想工作，告诉他青春期孩子的身
心发展规律，一边与小邓母亲沟通，让
她多花些时间陪伴女儿，关注女儿的学
习和生活。狄老师的努力换来了收获。
在一次描写人物的习作中，小邓写道：

“当爸爸是不容易的。”看到这句话，狄
老师很是欣慰。他知道，小邓已经与父
亲和解了。

溧阳市后周初级中学的教师们，用
最真诚的爱，呵护着每一名学生，帮助他
们健康成长。因为付出了真心，所以他
们才能走进学生的心，走进家长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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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柏红秀带领

“运河•非遗”全媒体工作坊成员走
进扬州树人学校九龙湖校区，为该
校八年级学生带来了一堂特殊的

“非遗公开课”。
活动中，著名扬剧表演艺术家

葛瑞莲走上舞台，向学生讲述了扬
剧艺术的流派、音乐曲牌特色等知
识，将扬剧这一地方传统艺术带到
学生的身边。随后，柏红秀从古
琴、扬剧谈起，向学生介绍扬州的
传统文化。

通过这次活动，学生拓宽了文
化 视 野 ，加 深 了 对 家 乡 的 热 爱
之情。

卢生茂 摄

“非遗公开课”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