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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山夜话

10 月 10 日，中国青年报以《6 年后我将收获怎样一个孩子———开学一月摧垮
家长坚持 6 年的教育观》为题，大幅刊发了一位家长的忧思。 在文章中，作者以“一
进校门的下马威”、“‘三分教七分等’ 的教育观一开学就碰了壁”、“‘只有服从没有
商量’的家长生活”、“热爱集体的‘小红旗’是家长买的东西换来的”作为小标题，详
细描述了孩子进入学校学习后自己对学校的观察。 在文章结尾，作者充满疑惑与担
忧甚至恐惧地问道：“再过 6 年， 这所名牌小学能还给我一个充满创造性的孩子
吗？ ”

的确，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面对家长，教师该如何去沟通与交流？ 持什么样的
教育观？ 如何改进自己的教育方式？ 怎样去保持家长对学校的信任？ 让我们听听一
线教师的心声———

□ 肖大松 整理

只愿精彩不后悔

“我的特岗故事”获奖征文选登9

大四时室友一直准备考“特岗”，让我
陪伴，所以我也就和他一起报了阜南县特
岗。 没想到一路披荆斩棘我被录取了 ,他
却在面试中落选了。 录取通知下来时，我
刚刚开始在家那边的一家公司实习。 老总
说，原来的车间主任要走 ，让我赶紧学习
来顶班。 但我想起曾经看过的支教故事，
还是毅然辞掉了这份可能待遇优厚的工
作，参加了特岗培训。 因为，我想趁年轻做
一点有意义的事。

刚到红河桥镇，就听镇中心学校的校
长说：“华东最穷的是安徽，安徽最穷的是
北边，阜阳最穷的是阜南 ，阜南最穷的是
红河桥。 ”之后，我被分到这个镇唯一一个
村子里面的中学———曾沃中学 。 听领导
说，这是镇里学生最多的中学 ，校长是个
全国劳模，这时候我才感到一丝希望。

第二天， 问题来了。 我们一起来的 3
个南方特岗教师想吃点米饭，可问遍了村
子所有小店都没有卖米的，幸好去年来的
特岗教师给了我们一些米，这才凑合着吃
了。 这个村子离镇有十几里地，在这里不
但买菜是个难题 ，坐车也不方便 ,一天就
那么几班车。

渐渐熟悉了这里，自己生活上的困难

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突然发现这边的孩
子真的很可怜，全校至少 90%的孩子都是
留守儿童，父母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 我
带的学生中有很多是跟爷爷奶奶一起住
的。 有的只有哥哥姐姐带着弟弟妹妹，早
晨先做早饭给弟弟妹妹吃，然后骑自行车
把他们送到学校，自己才能上学。 回家还
要做饭，洗衣服。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特
别是冬天， 他们在刺骨的河水中洗衣服，
在寒风中骑自行车上下学。 这边天气很冷
也没有暖气 ，上课的时候 ，看着他们一双
双小手冻得红肿 ，甚至裂开了血口 ，我的
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这让我想起父母那一
代“传说”的生活，发现生活原来竟然有这
样残酷的一面。 农村学生的忙碌是城里学
生根本想不到的。 除了学习，在农忙时节
他们还要干农活，帮忙收麦子、收稻子。

也许是因为每天这样艰辛，所以没有
时间学习。 一个班几乎一半的学生写一篇

文章都要错几十个字，甚至很多常见字都
不会写、不会读。 不仅语文如此，简单的加
减乘除 ，也有很多学生不会 ，而他们已经
是初二的学生了！

最让我头痛的是 ， 很多学生不会拼
音。 这里很多老教师都是“民转公”的，他
们自己都不会拼音，怎么教给孩子。 因为
教学质量差 ，没有多少优质的师资 ，好的
年轻教师不愿意来 ，来的又留不住 ，所以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于是，成绩稍微好的
学生，都被家长送到城里上学了。 还有一
些学生，因家里孩子太多，家长财力有限，
被迫辍学， 年纪轻轻就已开始打工挣钱。
这让我想起放羊的故事，小孩子放羊为娶
老婆，娶老婆为生孩子，生孩子放羊，然后
让孩子娶老婆……

而我能做的就是 ， 对愿意学习的学
生，告诉他们不要放弃，不要比较。 而那些
确实不愿意上学的，我只能劝告他们尽量

学习一门技术，这样工作起来才能有一技
之长。

这里的卫生条件很差，没有父母照顾
的小孩营养也跟不上。 看着他们瘦弱的身
躯，真的很心疼。 欣喜的是，国家有了营养
餐计划，每天孩子们都可以领到一杯牛奶
和一个鸡蛋。 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很
欣慰。

虽然困难重重，我却幸运地在这里找
到了我人生中的另一半———她同样是特
岗教师 。 我们时常动摇在走还是不走之
间，毕竟一起来的特岗教师有的已经离开
了。 可是看见这群可爱的孩子，我们又不
忍心了，不愿意让他们失望。 记得有一次，
去阜阳生态园参观 ， 孩子们是那么的开
心 ，那么的惊奇 ，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是第
一次去公园。

农村教育的贫瘠，需要我们这些教师
留下来。 我曾听见另一所学校的孩子对我

的学生说 ：“你们真幸福 ，还能听歌 ！ ”我
听了心里不由一酸 ， 因为我们学校在课
间能用广播放一些音乐 ， 就让他们如此
羡慕 ，可见还有多少 “连歌都听不到 ”的
学校……

农村孩子的心愿，卑微而让人感动。一
次感恩报告会上， 一群孩子流着泪说：“妈
妈……我想你！ 我爱你！ ”在场的我们都为
之流泪。他们只想要一点点家的温暖、父母
的陪伴， 可是现实却无法满足他们的小小
心愿。他们天天盼望着农忙时节，那时他们
就能和父母有几天团聚的时间。

我想，我们应该能做点什么，这是对孩
子的承诺， 与孩子的约定。 无论将来会怎
样，作为特岗教师的我们一定会坚持到底。

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在今后的人生
中，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都不会放弃，
不会躲避，而是想办法去解央。 3 年后，无
论是否继续在农村教书， 特岗这 3 年都将
是我人生最精彩的时光之一。因为在这里，
我知道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追求、什么是
理想。 人生只有一次，不可虚度，只愿精彩
不后悔———特岗，我无悔的选择！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阜南县红河桥镇
曾沃中学）

□ 齐 飞

提 升 “ 服 务 ”

高进儒： 现如今学校的教育模式发生着天翻地覆
的变化。 首先政府由“管”到“服务”，学校在依法办学的
条件下可求得自主发展。 这一变化使得学校不再是笼
子里的小鸟， 而是飞向汪洋大海的海鸥。 这大海就是
“教育市场”，学校不得不接受暴风雨的袭击、不得不迎
接惊涛拍岸的风浪。

学校和家长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家长对学
校有着一定的选择权， 他们希望子女接受最优等的教
育，抑或说是最优质的教育服务，而且这种要求愈来愈
强烈，择校热由此产生。 这必然会导致学校对教师提出
更高的要求。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善待家长，做一名称
职的教育服务者。 我认为服务家长应研究以下问题：

1. 增强学校自身对家长的吸引力， 为他们的选择
提供充足的理由。

2. 增强教师的“软实力”，提升教师的服务质量，最
大程度上提高家长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3.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合理配置资源。 设立教师
退出机制，增强忧患意识，将优质教师推荐给家长。

4. 增强教师的职业荣誉感，转变育人观念，树立服
务意识，依法执教。

假如学校开始研究这些问题， 那么家长作为我们
的“顾客”或“消费者”将得到最充分的尊重和满足，而
教师也将不再是家长眼中教育孩子的“工具”。

涂富高：学校要赢得家长的信任、社会的认可，应
脚踏实地。

1. 与家长一起建立正确的人才观。 学生在校应全
面发展，身心健康成长，绝不能为了某一项突飞猛进而
牺牲其他方面， 既要会学习会工作， 又要会休息会娱
乐，这才是正确的人才观。

2. 学校的教育实践要努力培养出合格的优质 “产
品”———阳光的孩子，身心健康的孩子。

3. 以优质“产品”赢得市场。学校不能王婆卖瓜，宣
传不能夸大其词、言过其词。 而是要让自己的“产品”说
话，以优质的“产品”占领市场，赢得家长。

学 会 “ 沟 通 ”

徐永晨：学校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加大安全管
理力度，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出入校门要求十分严格，
这是规范化和安全管理的需要。

那么，造成教师“费力不讨好”，家长“不买账”的问
题原因出在哪里呢？ 那就是缺少沟通。

学校要迈出沟通的一步：坦诚相见。 学校要利用
家长学校，及时把学校的管理办法 、要求等内容告知
家长，让他们充分理解；举行“家长进课堂”活动，让家
长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孩子，了解教育 ，以满足家长的
需求。

教师要迈出沟通的一步：理解。 教师可以通过召开
家长会等形式，认真讲解短信沟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以征得家长的理解、谅解，促进双方更好的合作。

家长要迈出沟通的一步：商讨。 家长对于自己不了
解的情况，要与学校、老师进行沟通，既可以是短信、电
话，也可以采取面对面的形式。

我想，只要双方都向前迈进一步，家校沟通就会更
加顺畅，教育效果就会更加良好。

钟乐江：为了赢得家长的信任 ，我们应该灵活采
用多种方式，真诚和家长沟通，赢取家长的信任，形成
家校有效配合教育学生的合力。

首先，发挥“家校联系手册”的作用。 教师可利用“家
校联系手册”，与家长取得联系。 每周周末，我们可将班级
管理制度，学生学习、纪律、品德、行为等各方面的情况写
在“手册”中，叫学生带回去，家长阅后反馈意见和建议，
让学生周一带回学校。 对于突发事件，可通过电话或家访
等方式及时和家长取得联系，共商教育管理办法。 这样互
通信息， 有助于双方互相了解学生近期表现和学习等情
况，形成教育共识，达到教育的默契。

其次，发挥亲情电话、网络的作用。 针对家长白天
工作繁忙或外出务工等情况， 我们可以利用亲情电话
或网络，在家长下班后，通过打电话或网络聊天等方式
与家长取得联系， 向家长介绍学校教育的有关制度要
求，宣传有关教育政策法规，通报学生各方面情况，征
求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让家长及时了解学校的工作和
孩子最近的学习、成长情况，从而形成一致的教育管理
观念，达到协调配合、共同教育的目的。

相信通过我们的真诚谈心，真心交流，最终能化解
与家长的冲突，赢得家长的信任和配合，弥补教育管理
的疏漏和脱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任秋红：我是一位农村教师。 农村家长文化程度低
是事实，但不重视教育的人并不多。 只是他们在遇到问
题时，所呈现给我们的往往是不知所措、放弃，或者是
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面对农村的教育现状，我们不能
仅仅把教育的失败归结于家庭， 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
问题的根源，采取一些正确的方法与家长沟通，那么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的做法是：

1. 提升农村家长的教育水平。 针对农村教育的实
际情况，在农闲时候召开家长会，主题就是与广大家长
共同探讨初中阶段对孩子的教育方法问题。 教师不要
以教育权威的身份和态度去教育、 训斥家长， 要以平
等、尊重的态度与家长交流。 但这项工作最好是在学生
刚上初一时就开展， 以后可以针对学生出现的实际情
况，在农闲时再召开家长会，有针对性地指导。

2. 注重与家长的情感交流， 减少教育过程中的阻
力。 多与家长沟通， 不能仅在学生出问题时找家长告
状、教训家长。 平时就应当与家长多聊聊，这样便于我
们全面掌握孩子的情况。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能用指
责、教训的口吻，应当采用平等、真诚、尊重的交流方

式。 谈话的内容可以涉及家庭情况、孩子的性格特点、
在家中的表现、与家人的关系等方面。 农村家长由于受
自身素质的制约， 与老师沟通时说话直来直去的较多。
他们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语言直白、态度生硬，但
他们的情感朴素、真挚。 如果我们老师经常与家长进行
平等而轻松的谈话，就可以赢得家长的好感，形成最大
的教育合力。

“ 家 校 ” 共 赢

凡春丽：家校工作在学校管理工作中举足轻重。 我
校通过与家长不同形式的沟通， 赢得了家长对学校的
理解、信任和支持。

成立家长委员会。 家长委员会定期召集各班家长
委员， 听取并记录家长委员对学校近期工作的意见和
建议，以便促进学校的民主管理；不定期地组织家长委
员共同参与并协调家校矛盾， 共谋学校和师生的和谐
发展。

开通网上家长学校。 这种家长学校的形式突破了
时间、空间的限制，家长随时可以到网校学校，与家教
专家网上沟通，效果很好。

制定家长学校班主任工作手册。 手册内容包括家长
学校学员信息表、班主任学年家教计划、家教授课教案及
交流记录、家长学校课堂教学记录表、家教典型案例、家
教工作学期小结、家教工作学年小结和家教课题研究。班
主任依据手册内容适时开展家庭教育授课实践。

召开形式多样的家长会。 学校召开家长会的形式
应不拘一格，如：鼓励家长互相交流，分享家教心得；举
行家长家教论文比赛； 组织家长与学生共同接受感恩
教育；邀请家教专家进行隔代教育讲座。

朱继强：想实现家校共赢，我的做法是———
成立家长委员会：邀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能代表

不同层面的家长，成立家长委员会，定期举办活动，如
“教学开放日，孩子的一天”……学校的一些大型活动
更是少不了这些代表。

召开持续有效的家长会： 为了共同的教育方向与
目的，让家长一起参与制定学校的方针政策，设计班级
的集体活动等。

组建心理咨询室： 对教育孩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要及时有效地进行诊断， 让家长与学校、 老师共同解
决。

合理有效地使用“家校通”：现在“家校通”普遍存
在，但目前只是对孩子的成绩与在校不良情况，进行所
谓的“通而告知或通而报之”。 没有温馨的提示、激励人
心的话语， 更没有商讨的语气……所以我个人认为，
“家校通”要做到通心、通情、通理、通人性，遵循孩子的
成长规律，发送有意义、有效果的短信。 让“家校通”真
正走到每个家庭，让家庭、社会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
将家长的期望拓展到各个层面。

面对家长的期待
我们怎么办

2012年
您最喜欢的周刊评选

年近岁末，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中国教师报现向广大读者与网友朋友们
征求意见与建议。 我们将从有效参与本
次调查的读者中抽取 10 名幸运读者，每
人可获赠最新图书一本。

感谢这一年来， 读者们对本报的支
持与关爱，2013 年我们仍将为课改发展
助力，为一线教师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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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大□ 贴合教育一线 □
性价比高□ 写作需要 □
文字优美□
没有原因，就是喜欢 □
其他理由

7．您还希望在报纸中看到哪些内容：

8. 您对中国教师报的意见和建议：

参与方式
1．请填写表格 （可另附页 ，复印有

效）并寄至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中国教师报（100082），请在信封上注明
“读者调查”；

2． 登 录 中 国 教 师 报 网 站 （http://
www.chinateacher.com.cn），复制、填写
问卷并发送至 jiaoshidubaohui@21cn.
com。

获奖名单将在本报 2012 年第 458
期及网络平台公布。

Readership
Surv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