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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年教师的信·李镇西

云帆老师：

你的来信对家访表示出疑惑：“现

在都什么时代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

方式很多很便捷，电话、QQ、微信……

还有必要家访吗？做事得讲效率啊！”

我是 1982 年参加工作的，其实那

时候家访已经不“时兴”了，能坚持家访

的只是少数教师。但我坚持按学号顺

序，每天下午放学后至少走访3个学生

家庭。有时候，星期日也用于家访。在

学生家里，我听到家长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哎呀，我孩子读小学到现在，

您是第一位来家访的老师！”一直到几

十年后离开学校前，我都坚持家访，变

的只是交通工具——由骑自行车变成

了驾私家轿车。

也许有教师会说：“我白天工作够

累了，为什么要我在 8 小时外付出？”

相对于公务员的“朝九晚五”和企业

员工的 8 小时工作制，教师、医生、警

察等职业的工作时间很难用“8 小时

以内”去“规范”。这一点在选择职业

前就应该知道，一旦选择了，就表示

你认同了。

至于你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

“还有必要家访吗”的疑惑，我觉得主

要是对“为什么家访”认识不足。你对

家访的理解可能就是教师与家长互通

情况：老师通报学生在校表现，甚至是

由于学生在校表现太差而向家长“告

状”，家长介绍孩子在家情况。

但家访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

家访体现了教育者对学生真诚

的关怀。对于优秀教师来说，他之所

以决定对某个学生家访，首先不是因

为这个学生没交作业或与同学打架

了，而是因为这个学生可能需要教育

者的特别关怀：比如他是下岗职工的

子女，或者他生病在家已经好几天

了，等等。当教师叩开学生家门时，

面对突然到来的老师，学生及其家长

所感受到的将是一种别样的温馨，而

这种温馨是电话无法传递的。

家访有利于教师和家长的心灵

沟通。坐在学生家里同其父母促膝

而谈，比起在电话里三言两语地对

话，二者的心理体验是完全不一样

的。前者是面对面的心灵交流，而后

者只是例行公事般的情况通报。都

说学校教育需要家庭配合，然而在我

看来，这种配合不只是让家长每天在

孩子作业本上签字，更多是设法使家

长从感情上贴近学校，从心灵深处理

解教师。离开了家访，这一切显然是

很难达到的。

家访能更加真实地了解孩子在家

的“另一面”。一般来说，孩子在学校

更加注重“面子”，因而对某些不良行

为习惯会有意识收敛，可是在家就要

“放松”得多。比如，一个孩子在学校

可能积极争取公务劳动，可在家也许

连扫帚倒了都不扶。如果教师直接走

进孩子的家庭，将会全方位了解孩

子。我一般家访都要去孩子的房间看

看是否整洁。如果整洁，我会问是孩

子自己收拾的，还是父母帮着收拾

的。而家访时的所见所闻都会成为我

的教育素材。

家访本身是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检

验。教师家访时，学生自然而然表现

出的言行就是他的生活习惯、礼貌修

养等素质的呈现。比如，面对到访的

老师，学生是否主动上前迎接？是否

主动给老师介绍家庭成员？老师离开

时是否主动送到门口……当然不是每

个孩子都做得很好，但即使做不好，也

是教师最有效的教育契机和最真实的

教育情景。离开了家访，就很难有这

样的教育资源。

家访能让教师切身感受到学生的

成长环境。如果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那么家庭就自然是孩子成

长的第一个“摇篮”。了解家长的文

化修养、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氛围等，

将有助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的

理解，进而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

家访的意义当然还不止这些，但

我说的这些可能已经足以让你明白家

访的不可替代。但愿我这些话能够消

除你对家访的疑虑，从明天开始，走进

每一个孩子的家庭。

你的朋友 李镇西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

中学原校长）

为什么一定要家访

于我来说，十分盼望开学这一

天。因为每一次教育旅途的开启都可

以有无限的可能性。有时候，我们可

能以为开学的日子是不可预测的“兵

荒马乱”，但其实开学第一天本就是一

次宝贵的教育机会……

开学不仅仅是在那一天，开学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一年，按照学校

的计划，新学期我要去新校区，所以在

学期末我就开始了一场关于换老师的

“项目教学”。其实在大多数教育环境

里，我们都避不开新学期换老师这件

事，有时大家选择默认这是一种常态

而闭口不谈，有时大家会认真告别，而

孩子们在新学期如何过渡似乎就是新

老师的事了。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

个避不开的真实场景，那我们可以试

着学习离别并在离别中让教育发生。

为此，我进行了一场特别的答辩

会——学生提问，我来回答。主题是：

下学期开学换老师怎么办？

有孩子说：“不舍得换老师怎么

办？换了老师我们就不写语文作业。”

“我也不舍得你们，但如果我也同

样释放情绪给新学生，给他们一个冷

漠的新老师，正如你们给新老师一个

不爱学语文的班集体一样，是否对他

们不太公平？”我反问。

有孩子说：“万一新老师不如你好

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预设，你不喜

欢的老师会有别的人喜欢，你们喜欢

的老师被换到新环境也有可能不被喜

欢，所以哪个老师更好这件事不要着

急下结论，更不要让没有定论的事情

影响你们的学习，毕竟可能干扰学习

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回答。

有孩子说：“可是我们会很想你，

没办法一下子就很喜欢新老师。”

“我们可以怀念从前，因为怀念所

以要更好地面对未来，而且未来的老

师会根据你们的行为来诊断我的教学

效果，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个好

评。”我回答。

就这样，我们完成了一次“为未来

而教”的讨论课，我甚至为每个孩子都

做了成长记录单，准备好了交接工作。

万事俱备，结果不需要东风了。

暑假调整时，新老师报到，不用我去新

校区了。这一次开学，是我见过最不

一样的开学。孩子做好了各种心理建

设，准备温和礼貌地迎接新老师。当

我走进教室时，听到的是尖叫，他们一

点也不温和，他们冲向我，用不加掩饰

的笑声让我明白了“原本可以坚强面

对，但我不必”的那种喜悦。

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学生说：“大家

好，我是你们‘崭新’的语文老师，你们

也是我‘崭新’的学生，因为我们认真

告别过，我们在昨天掌握了成长的技

能，就不畏惧无法预知的明天，偶尔还

能收获点惊喜，就像今天。”

开学也不仅止于那一天，开学以

后还有无数个未来。此后，他们真的

更加珍惜不怎么优秀但差点失去的语

文老师，开始珍惜每一个学习机会。

毕业多年后有学生问我，那次“换

老师”是不是我创设的“教学情境”，他

们怀疑我设计了一个“开学课程”。但

是问完之后又笑着说，可以同时学会

面对别离并感受惊喜，无论什么原因，

这堂课都够用几十年。

许多学校都有开学课程，给足孩

子开学的仪式感，是教育里的一种美

好。我在北京十一学校跟岗学习时，

感受过学生自主策划的开学第一天，

虽然有瑕疵，但每个孩子的状态都饱

满昂扬，因为那是属于他们的开学

日。教学环境的变动、老师的调整、

新学期的未知，都是他们避不开的现

实“背景板”，那就让学生试着去迎

接，而不是回避。大多数开学都是难

以万事俱备的，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利

用每一种教育的真实情景引导学习

发生，这样我们的不完美就成了真实

的教育。

为今年开学做准备时，学校老师

暑假里走访了每一个七年级学生家庭

并整理了成长记录，我们期待着新生、

新征程，但是除了美好的期待之外，还

要立足他们真实的过往。

开学从来不是只在那一天，真实

的教育，连接着过去，面对着未来。

如果不能有完美的教育，那么我

们教会孩子面对可能存在的不完美，

或许也是开学第一课该有的内容。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大学实

验学校）

“吴老师，我来给女儿办退学手

续，换个专业从高一读起。”

“退学？”开学报到第一天，家长

的一记“当头棒喝”，彻底打乱了我

的节奏。

我知道，此时家长需要的是老师

对他们的理解，希望在精神上得到温

暖的支持。我马上就冷静了下来，站

在家长的立场上说道：“您别激动，高

考迫在眉睫，换专业也有一定的风

险，我建议还是继续读下去。”同时分

析了当年高校扩招政策，孩子考上舞

蹈类专科学校没有问题，目前艺术类

培训就业前景很好……

在与家长聊天过程中，小雨一

句话都没说，低着头坐在凳子上。

当我问她关于退学怎么想时，她从

嘴里挤出 3 个字“无所谓”。这是我

第一次从这个女孩嘴里听到“无所

谓”3 个字，没想到后来这是女孩跟

我说得最多的3个字。

之后在班级卫生安排时，无论

是倒垃圾、擦黑板还是做“垃圾分

类”督导员，她都只会淡淡地回我 3

个字“无所谓”，干脆又利落地终结

所有话题。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

经历让这个女孩变得如此“佛系”？

一次又一次试探，我希望有一天，

“无所谓”女孩能够向我爆发，然后

倾诉内心，但她一直没有。终于有

一天，我在女孩爸爸的微信朋友圈

看到了一张全家福，原来女孩的爸

爸组建了新家庭，并且有了新的孩

子。所有问题都清楚了，我突然对

“无所谓”女孩心疼起来，也似乎理

解了在她看似什么都无所谓的外表

下，缺少了多少家庭的温暖与爱。

每个职高学生的背后都有一部

辛酸史，这是师德培训时学校领导

在大会上说的一句话，乍一听到就

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没错，我们总

习惯将“叛逆”等标签自动贴在职高

学生身上，评价他们的时候也总是

戴着有色眼镜，却很少花时间思考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变成这样？许多

人说，教育要慢一点，要有足够的耐

心等待花开，现实却是时间从未在

慢开的花朵上多停留一秒。作为教

师，我能做的就是在陪伴学生成长

的路上不断调整步伐，配合他们行

进的节奏。

“小雨，下周一我要上公开课，

走，跟老师逛街去，帮我挑挑合适

的衣服。”还没等她回答，我就赶紧

说道：“无所谓吧，走。”就这样，我

们两个人一人一杯奶茶，手挽着

手，不是师生，更像是朋友。终于，

她开口了：“老师，我知道你一定很

好奇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恨爸爸，

他从来都不关心我，开学那天是因

为我跟他吵了一架，他就带我来到

你这里……”说着说着，小雨情绪

逐渐激动，“老师，你是第一个陪我

逛街的老师，以前从来没有过。”一

时间，我不知道如何安慰这个平时

看起来有点“嚣张”，此刻却那么无

助的女孩。待她情绪稍微稳定一

些 ，我 与 她 约 定 每 半 个 月 或 1 个

月，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宣泄自己

的情绪。

自从那天之后，小雨在我面前

再也没有说过“无所谓”3 个字，不

仅用心学习专业，还有了很大进

步，我也用她的努力说服了她的父

亲。如今小雨已经大学毕业了，与

朋友合作创办了一家小有规模的

舞蹈培训班，虽然大家工作都很

忙，但我们的约定一直都在延续。

开学第一天，每个学校都会开

展各种各样有仪式感的第一课。我

的开学第一课，在此之后的每一年，

都会围绕着那一年的这对父女说

起，因为正是他们教会我作为教师

最为“核心”的东西——爱与理解。

爱自己，也爱这个世界；理解自己，

也理解对方。不放弃任何一个学

生，永远用爱与理解与学生交往，才

能带他们走向美好未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桐庐县职

业技术学校）

“换老师”风波
□ 王洪梅

8月14日，清澜山学校开学日。

作为班主任，第一次与家长和孩子

见面要发言，还要组织一个小型活动。

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格外重要。

第一次，要传播你的教育理念最核心

的东西，要表达你对家长和孩子期待

的回应。

你最渴望在自己的班级生长的种

子，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可以播种了。

我是老教师了，知道自己最“核

心”的东西是什么？

那只可能是一样东西：爱。

千教万教，教孩子拥有爱自己和

爱这个世界的能力。

教育，不过如此。

所以，第一次发言，我的主题是：

王君老师使用攻略。这句话是跟我们

学校的年轻教师唐屹学的。初听她说

这句话，内心轻颤，说得实在太好了，

这句话完美表达了我对爱的理解。

王君老师使用攻略，代表王君老

师，有求必应。

我知道，有部分朋友会对这句话

充满疑惑：这不是把自己的职业当成

了服务职业吗？这不是纵容家长吗？

有求必应，我们能做到吗？

亲爱的朋友，不必多虑。

在我看来，第一，如果说我们是服

务行业，我认为丝毫没有贬低自己职

业地位的意思。20多年的教师生涯让

我切身感受到：越有服务的意识，就越

有服务的能力，越有服务的能力，就越

幸福。这个社会上的许多职业在本质

上都是服务行业，我为你服务，你为我

服务。人人都有提供优质服务的情

怀，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好。

第二，多年经历让我明白，家长其实

需求不多，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这个世界

上最懂得感恩的人。因为他们把最珍贵

的孩子交给了我们。当然，许多教师并不

认同，尤其是与家长存在矛盾的教师。其

实，在家校关系上我犯过许多错误，甚至

与家长打过架。但事实证明，是我错了。

一个教师，如果与家长都处不好关系，也

很难与其他人处好关系。家长，是最容易

满足的一群人。如果一些教师不认同我

的观点，可以放一放，不要急着反驳。

第三，我们当然没有能力满足所

有家长的所有要求。如果力有不逮，

很简单，诚恳地告诉家长：我实在没有

办法做到。这也是一种回应。我们倾

听，我们接纳，我们共鸣……但我们不

一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事实上，许

多问题不需要我们出面解决，家长也

是如此。很多时候，家长需要的并不

是老师要去做什么，而是老师对他们

处境以及问题的理解。

每个人的问题最终都要靠自己解

决。而他人的理解，则是精神上最温

暖的扶持。

教师，要善于做这样的扶持者。

这个道理，不仅适合教师与家长

之间的关系，也适合于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清澜

山学校）

王君老师使用攻略
□ 王 君

“无所谓”女孩
□ 吴雀屏

开学了，家长“笑逐颜开”，作为迎接“神兽”归来的

一方，老师怎么想呢？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开学的

日子是不可预测的“兵荒马乱”，其实开学第一天本就是

一次宝贵的教育机会……教学环境的变动、老师的调

整、新学期的未知，都是学生避不开的现实，但每一次教

育旅途的开启都有无限可能。3 位教师讲述的故事，看

似平凡、常见，但这就是教育最真实的常态。如果您有

更好的故事，也请一起参与讲述，开学不止在具体的那

一天，开学以后还有无数个未来。

故事发生在开学第一天故事发生在开学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