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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A O S H I C H E N G Z H A N G
2017年5月31日 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8版

□本报记者 宋 鸽 □特约通讯员 郑学志

非常教师
有一位教师，自从工作 18 年以来，曾

经到 300 多个家庭进行过 1000 多次家访，
在电话、飞信、微信、QQ 这么方便快捷的
信息年代，还有多少教师会坚持实地家
访？在此过程中，被人拒绝，被狗追赶，掉
进过沟坑……各种奇葩经历都有，可她依
然坚持。

您也许觉得这个教师很疯狂。更让人
吃惊的是，她不仅仅自己“疯”了，居然还带
着一群家长玩“疯”了，把家长会开成“达人
走秀”会，让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自发地大
篇幅背诵《论语》……

这个充满魔力的教师，就是山东省济
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教师戴荔，因为与戴
笠同音而得名“戴老板”。“戴老板”的班级
故事先后走进了山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她把家校合作变成了充满惊喜的家长和孩
子的共同成长之旅。

快乐家访拉近家长距离

与戴荔接触，会发现“好玩”是她的口
头禅。早过了而立之年的她，依然对每一
件工作都充满了好奇心，不知疲倦。这种
阳光的心态，感染了每一个学生、同事，也
感染了每一位家长。

参加工作第一年，戴荔怀揣一份激
动与忐忑，骑了一个半小时的自行车，找
到学生小飞的家。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门
口，正在挑着簸箕里的花生，“陌生人”的
到来让她微微一惊。戴荔说明来意，那
个妇女马上警觉地问：“怎么着，我儿子
又找事儿了？”

“没事儿，孩子在学校挺好的。我是小
飞的班主任，今年刚参加工作，就到你们家
串个门儿。”家长仍然不敢相信：“孩子没找
事，您还家访，为什么呢？”

真正聊起来，特别是聊到孩子优点时，
小飞妈妈高兴了，言语之间流露出难以言
表的自豪。戴荔走后，小飞妈妈在村子里
炫耀老师到她家家访了，“戴老板”一不小
心就成了村里家喻户晓的“名人”……

多年之后，事业小有建树的小飞对那
次家访记忆犹新：“我知道自己表现不好，
也知道自己有许多毛病，但是戴老师不告
状的家访，带给我自信。”

“爱是一种充满正能量的行为，爱孩子
就要走近他们。实地家访带给家长的感
受，是电话里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的。”怀
揣着最初的那份美好，好玩的心态陪伴戴
荔走过了教育的 18 年。一颗颗隐藏在门
后面的怀疑、犹豫、观望的心，都因为她的
真诚而向她敞开了，而孩子们更是因“戴老
板”到过他们家而感到自豪。

走过青涩岁月，戴荔家访已不再仅仅
是好玩，她还建立了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成
长的体验课程。参观曲阜师大，让神圣的
大学氛围构筑孩子心中的梦想；游览孔子
文化园，让孩子们亲近家乡圣人；大沂河5
公里徒步行走，回到自然中磨炼他们的坚
强意志；微西小学手拉手、山区小学联谊，
让孩子们交到了新朋友……一系列家长共
同参与的户外体验课程，构筑了戴荔家校
工作的新构架。

但是不管怎么变，“好玩”一直是戴荔
的追求。2014 年 4 月的一个周六，戴荔领
着 16个学生家长来到曲阜城外 25公里的
石门山CS基地，家长和孩子们一起玩真人
大战，以教育的名义给自己放一天假。家
长们说：“这不是大人陪小孩玩，而是小孩
哄大人一起玩，太嗨了！”对家长来说，这
也是对心灵的一次充电。

当创意家长会成为课程

生活不是缺乏激情，而是缺乏变化。
每次家长会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对家长
们来说就是一种心理期待，对孩子们来说，
就是一个快乐的节日。

2015年 5月 15日，戴荔召开班级年度

第九次家长会。这次“LDC”形式家长会，
成为许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曲阜电视
台全程录播。

什么是“LDC”？本义是“教师学习与
发展共同体”，是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
国搭建的一个比较合作研究项目。戴荔借
鉴 LDC 讨论模式，家长自由分组，抽签决
定组内角色，如梳理者、发言者、记录者、总
结者。然后每个小组选一个主题，主题事
先在家长群里确定，分别是学习方法研讨、
家长平台完善和传统文化建设，小组对选
定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每个人都必须发
表自己的意见，展示自己的做法，其他家长

负责记录、梳理、提升、汇总。组内讨论25
分钟后，主持人再利用3-5分钟进行分享，
最后分组汇报。

就是这样一个活动，又让家长玩嗨
了！家长不分年龄大小，不管是爷爷奶奶
辈的，还是爸爸妈妈辈的，这时全是一个角
色——学习达人。他们拿出事先准备的大
张白纸做海报，记录的、绘画的、排版的、补
充的、拍照的……每个人忙得不亦乐乎。

小组汇报环节，每个组都精彩纷呈。
这时机灵的学生主持人孔雅欣、张以恒居
然“趁火打劫”，要求家长们拿着自己小组
海报在教室里走一圈，来了一个学习达
人秀！

秀完了还不行，又要求每个小组集体
合影，所有海报也要合影。惹得家长们手
机、相机拍个不停，瞬间刷爆朋友圈。韦川
妈妈说：“这不仅仅是一次家长研讨活动，
更是一辈子美好的回忆。”

为了这个美好回忆，每个家庭都付出
了努力。丰书涵妈妈说：“昨晚我和孩子一
边聊天一边忙活，根据每个组的组名画出
一幅精美的图画，收工时已经是晚上11点
了。”

不少教师反映家长会难开，总有人不
来。戴荔在孩子入校之初，就在家长群预
告了家长会的时间和次数，每次家长会有
什么特色，需要大家做什么准备。结果，每
次家长会都在家长中掀起了一个聚会高
潮。不少家庭倾巢而出，那些没有赶来的
家长，纷纷要求自己的另一半用手机现场
直播。

不仅系统而且创新，课程化的创意家
长会让家长们乐此不疲。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位置，每个人都有成就感，他们怎么会不
来呢？

问题在共读共看中解决

小丁不是戴荔班上的学生，她妈妈是
济宁电视台的记者。出于新闻工作的职业
敏感性，她通过家长给的 QQ 群号，悄悄

“潜伏”在“荔之风”班级群。平时她几乎不
发言，直到戴荔在群里谈起班上第九次家
长会。对于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小
丁妈妈很好奇，都是家长会，即使是 LDC
方式，能新颖到哪里去？

带着疑惑和好奇，小丁妈妈带着两个
小伙伴来到家长会现场。原本只想现场感
受一下，后来变成了出一期微信公众号，再
演变成一期《圣城视点》栏目。最后，小丁
妈妈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戴老师，我要
把闺女转到咱们班。我不给学校添任何麻
烦，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转到你们班，我是
奔着‘荔之风’来的……”

这么牛气的“请求”着实让戴荔吃了一
惊。小丁妈妈说，原本只是她自己的想法，

节目一播出，孩子爸爸、爷爷和姥姥，几乎
是身边所有的亲人都说，这样的班还有什
么可犹豫的，再困难也得去！

“小丁妈妈，您要知道，分班时可是平
均分的，咱们班没有任何特殊。而且，由于
特殊家庭孩子多，有时甚至比别的班更‘活
跃’些。”戴荔很坦率。

“您所做的正是我期待的，在您这里我
看到了教育本来的样子。我一直在寻找体
制内一个不是只看分数的学校，我相信，以
我一个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媒体人经验，
我找到了！”

中国教育最需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
是父母。小丁妈妈之所以再艰难也要把孩
子转到戴荔班上读书，就是看中了戴荔不
仅仅是教育学生，更是在做一件影响家长
成长的事情。“荔之风”每个家长都是热情、
开朗的。每个家庭幸福了，孩子也就教育
好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戴荔一个人的行为，
而是一群家长自发的加盟行为。他们一起
玩起了家校成长课程，家长与孩子一起读
书、看电影。他们建立了“荔之风家长读书
会”和“荔之风家庭影院”，用博客、QQ群、
微信群、荔之风微信公众号作为交流平台，
组织大家解决孩子成长中的系列问题。

“孩子喜欢异性了怎么办？”“孩子不愿
意与父母说话是为什么？”“‘全面二孩’后，
大宝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怎么处理？”……
生活即教育，所有的教育行为都回归到生
命本源，回到生活本身，直面鲜活的现实问
题。每学期共读一本书，每周一部电影。

《小淘气尼古拉》《小鞋子》《千与千寻》《怦
然心动》……伴随着一部部经典的影片，爸
爸妈妈与孩子一起写影评，孩子陶醉其中，
成长的问题也在共读共看中解决，家长也
在陪伴中享受着久违的感动。

从开始的义工到团队的骨干，从起初
的观望到身不由己的加入，戴荔的家长课
程让家长们见证了自己的成长。许多家长
说：“做了十几年家长才发现，做家长根本
没有最好，只有努力做到更好！”

只要尽其可能

曲阜市文管会有项“背《论语》免费游
三孔”活动：12 岁以下的孩子在 10 分钟内
抽背过 30 则《论语》即可获得一张荣誉证
书，一年内免费游“三孔”；家长在规定时间
内背过并能解释随机抽取的几则，也可以
享受此待遇。看似不难，但顺利通过的并
不多。因为背诵不完整不算，发音不准确
不算，超时间不算……必须背诵60则以上

《论语》，才有胜出的可能。
这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戴荔班上的

孩子和家长真真切切地全部做到了！而
且，最年长的一位家长背完60则《论语》时

已经70岁，他就是张泽鲁的姥爷。
七旬老翁背《论语》，在当地成为一个

新闻。
记者采访张爷爷：“听说您也在背《论

语》免费游三孔活动中通过了，真佩服您！”
“要不是我外孙班里有这个活动，我可

能通不过。”张爷爷回答。记者问及背诵的
动力所在，张爷爷说：“外孙班里的同学全
通过了。那天他回来告诉我，老师说了，从
现在开始，家长也可以背，背过了就给组里
加星。”

记者追问：“加星？是一种奖励吗？”
“对，是戴老师班上的一种激励机制。外孙
说，爸爸妈妈背过奖励 10 颗星，弟弟妹妹
背过奖励15颗星，爷爷奶奶会背就奖励20
颗星。我外孙平时给组里加星不多，有时
还会减星，但是这孩子集体荣誉感特别强，
我得帮他一把！”

于是，就有了张泽鲁姥爷疯狂背《论
语》的故事。岁月不饶人，年龄大了，记忆
力不行了，张爷爷先用毛笔抄写好贴在墙
上，背不了就看看。有时候晚上熄了灯还
背，背着背着又忘了，就打开灯再看看。

在 荔 之 风 最 近 一 期 微 信 公 众 号
《With you——》文章中，戴荔用一句诗结
尾：“他们在天上，愿做一颗星；他们在地
上，愿做一盏灯。不管多么渺小，只要尽其
可能。”这是戴荔对孩子们的期待，也是所
有家长的心声。

家长课程，让一切成为可能！
（作者系湖南省班主任学会副理事长）

家长是孩子的首位老师，也是孩子一生中教龄最长、影响最大的老师。对于教师来说，家长是什么样的
人，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教学效果往往能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如何利用好家长资源，成为教育教
学至关重要的一环。

戴荔
山东省济宁学院第
二附属小学语文高
级教师，全国优秀辅
导员，山东省身边的
好教师、济宁市教科
研先进个人，《班主
任之友》杂志封面人
物，个人事迹和班级
故事被中央七台、山
东教育台等多家媒
体报道，先后被《山
东教育报》《人民教
育》《当代教育家》推
介，国培、省培授课
教师，在多家媒体发
表文章近百篇。

约稿函
“十本书”栏目约稿

在已经过去的岁月中，对你的
成长影响最大的10本书是什么？产
生过怎样的影响？

希望您能认真梳理这 10 本书，
叙述自己的阅读经历和个性化文本
解读，谈谈您的教育观以及教育实
践。给后来者、新教师一些启发和
引领。

不限于教育类书籍，涉及面越
广越好。也不严格限制为十本，比
如，“鲁迅全集”即可算作一本。

字数5000左右，文体不限。
正文以外，请附上10本书的书单

（书名、作者、出版社以及出版时间），
个人简介（100字以内，包括出生年月、
职业身份、出版的著作以及主要社会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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