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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立平 策划

春节巧拒“礼”

香山夜话

系列一：我的爱对“你”说系列活动
1 “我和中国教师报一起走过的日子”征文
2 “中国教师报十年”生日致辞征文
3 一句话概括“我心中的中国教师报”征集
4 我最爱的中国教师报周刊、栏目评选
5 “我对中国教师报的建议建言”征集

投稿邮箱：zgjsbchb@163.com

10 年报庆 10 大活动
系列二：“你”是我不变的美丽系列活动
6 “我的美丽学校”拍客大赛
7 “我的骄傲班级”拍客大赛
8 “我的可爱学生”拍客大赛
9 “我的办公桌”拍客大赛
10 “我的私房照”拍客大赛

火热征集中……

教师也要轻装上阵
□ 张 伟

自从 2001 年国家实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以来， 大家一直呼吁学校教育要减轻
学生的负担，重视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却
忽视了另一个应该减负的对象———教师。

在很多人眼里，教师只是备课、上课、
批作业而已，工作轻松、稳定、待遇高。 可
实际上，一线教师的工作远不止这些。

以我为例， 我担任八年级两个班的数
学教学工作，并兼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
每天备一节数学课，上两节数学课，跟一节
午自习，批阅 60 本作业，写一份作业批改
记录；每月听 4 节课，做听课笔记，备 8 节
辅导简案，上 8 节辅导课（每周两节）；学校
每月组织一次月考， 阅完试卷写一份试卷
分析；每学期开学写一份个人工作计划、班
主任工作计划， 学期末写一份个人工作总
结、班主任工作总结；每学期写 50 篇政治
学习笔记、50 篇业务学习笔记， 上交 4～5
份论文或课件。在班级管理方面，我要处理
学生遇到的问题、困扰，每学期还要至少家
访一次，并形成文字材料。 当然，有时还要
参加各种培训。

如果是教师给学生布置这么多的作
业，一定会遭到家长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但
换作教师做这样多的“作业”时，人们只轻
描淡写地说一句话：这是教师的本职，是你
们应该完成的任务。

身为教师，我不怕工作多、任务重，只
是当事情太多，学校又要求教师齐头并进
时，势必会影响教学质量。 除了面对教学
压力外， 教师还面临诸多压力和恐惧，有
人将其总结为“六怕”：

一怕考试。 其实很多教师比学生还怕
考试。为什么？因为学生考试成绩和升学率
是衡量教学质量和教师评优晋级、 奖金发
放，甚至是“饭碗”的唯一标准。所以教师面
对考试时，内心充满压力和焦虑。

二怕出事。安全，一个教育人挂在嘴边
的词，一件令所有教师都高度重视的事。安
全事故难以预料， 严防防不住安全事故的
发生， 而安全事故的直接责任人通常都是
教师。

三怕家长。 孩子成绩不好， 教师的责
任；孩子犯错误，教师的责任。 许多家长认
为，既然把孩子送进了学校，教师就要承担
起教育孩子的所有任务。稍有差池，就到学
校“兴师问罪”。

四怕学生。 现在的孩子是在温室中长
大的花朵，“严师出高徒” 的古训已经不适
于当今的教育， 放任自流也不是恰当的做
法，因为一旦出现问题，教师依旧要承担责
任。而学生的个体差异，通常让教师很难准
确地把握管理与教学。

五怕投诉。 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交
流的渠道很多，除了写信举报，还有电话、
网络、媒体等多种投诉方式。总有一些“法
律意识”很强的家长不论真假 、不管大小
事，只要是自己看不惯或自认为错的教育
行为，便在缺乏调查与核实的基础上投诉
教师。

六怕评比。 这里所说的评比主要是指
各种名目众多、次数频繁的评比。教师只能
忙于应对，身心俱疲。

教师的压力很大， 需要亲力亲为的事
情很多，而人的精力又是有限的，若常被无
谓的事情纠缠，势必疏忽教学工作。教师也
需要“减负”，需要在教书育人这件大事上
轻装上阵。这不仅关系着教师的身心健康、
学生的高效学习,也关系着教育的兴衰。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彬县义门中学）

网眼·有此一说

春节期间，难免有家长要感谢或拜访一下教师，特别是班主任，
面对家长的礼品，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收，有违职业道德；不收，家长盛情难却，甚至尴尬有
加。这样的事情，每一个教师肯定遇到过，今年可能还会遇
到。 本期我们与您一起分享几位教师的“妙招”———

用“沟通”代替“客套”
□ 贺华义

春节家长给老师送礼， 看似是一个教育问题，
实则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而且这种现象还有愈演
愈烈的趋势，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

教育是一个需要坚守的职业。 坚守岗位，就是
要关爱每一个学生，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教书育人；
坚守底线， 就是不和非正常的财物扯上任何关系。
家长送礼，其实也没有什么险恶的用心，无外乎，想
让你对他家的孩子多一些关注，给他以更多更好的
教育影响。

我自知在春节时，容易遭遇这种场面。 于是，常
会提前在公开场合 “交代”： 我不会参加家长的宴
请，也不会接受家长的财物，但请放心，我会好好地
关爱每一个孩子。

家长在乎的是什么？ 是你对他的孩子是不是百
分之百用心，当你做到位了，家长不会再有“其他渴
求”之后，自然不会用礼品来打扰你。 原本这就是情
不得已的事情。

可是，偶尔也会有特例，遇到这样的事，我一方
面断然拒绝，另一方面也会理解家长对孩子成长的
重视，以亲和的口吻，对家长表示一定会对这个孩
子更加用心。 如果家长还是硬行推送的话，我还会
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抵御：“请理解并尊重我的选择，
好吗？ ”这时，家长一般也就不会继续坚持了。

春节送礼，深入地想一想，多发生在彼此不够
了解的家长和老师之间。 因为理解不多，才会有一
些“揣测”。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平日里要和家长多
沟通，做到互相认可。 这话的话，家长也就不会有太
多的这种“客套”，不会花这份心思了。

（江苏省南京市树人国际学校）

“礼物”也温情
□ 董 霞

中国是礼仪之邦，以送“礼物”表达情意，也是人之
常情。 面对家长的“礼物”，我们该怎么办？

家长送礼，我回礼，让礼物成为传递家长和教师情
感的纽带。面对家长满怀热情送来的礼物，若确实推辞
不掉，就欣然接受。 记得我班上有位家长，在过教师节
的时候，送来了一幅精美的字画，上书“为人师表”。 这
是他特意请一位有名的省级书画家写的，我感动不已、
欣然接受，在征求了他的同意后，我把它挂在了年级组
办公室的墙上， 这份礼物成为激励我和同事们努力工
作的强大动力。古语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我
针对这个孩子数学较差的特点，帮他订了一份《初中数
学学习报》。孩子觉得，这是老师送给他的礼物，倍觉珍
惜， 成绩也慢慢地提高了。 教师和家长良好的师生关
系，促进了孩子的健康发展。

让“礼物”有“品位”，有“温情”。 我们不提倡家长给教
师送礼，但家长真心实意给教师送贺卡、送鲜花，教师心
甘情愿地给家长、学生赠书赠笔，也是无可厚非的。 我给
爱好篮球的孩子赠送过篮球； 也给热爱绘画的孩子买过
画夹、水彩笔；给学生送过图书。 老师关爱学生，学生也非
常爱老师， 我有严重的声带小结， 学生一听到我嗓子嘶
哑，就主动递上一杯热茶，或是悄悄地把金嗓子喉片放在
办公桌上。 还有一个孩子用一根红线穿上一粒精美的石
头（上面画了桃和李），自制了一条精美的项链，在教师节
那天戴在了我的脖子上，祝福我桃李满天下！ 冬季来临，
班里的孩子们总会给我精心选一条漂亮的围巾。 他们说
戴上这条围巾的我最美丽，希望我天天都戴着。 是啊，人
与人之间就是这样：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

但无论怎样，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往来，坚决不能有
铜臭味，不能用红包玷污神圣的师生情谊。

（山东省寿光世纪学校）

如何应对家长送礼
□ 刘淑慧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我不想嘴软，也不想
手短。 我只想好好教自己的学生，好好完成自己的工
作。 ”这句话可谓说出了教师的心声。 面对家长送礼，
很多教师都感到很无奈。

教师应如何应对家长送礼呢？ 我想可以从以下三
方面着手。

一、明确态度。 首先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教育，让学
生认识到送礼是一种不正之风，应坚决抵制，从而避
免学生“逼”家长送礼的情况发生。

二、用心引导。 教师可在班级博客转载一些有关
家长送礼让教师为难的文章，组织家长阅读。 让家长
意识到：1. 送礼不送礼，教师都会对孩子一视同仁，消
除家长的担心；2. 送礼是给教师增加负担， 陷教师于
尴尬境地———不接受，抹了家长的面子，接受了，丢了
自己的尊严；3. 送礼对孩子不好， 如果孩子知道教师
收礼，会瞧不起教师，影响孩子的学业。 此外，教师还
可以通过家校通，班级 QQ 群等多种途径，向家长明
确态度：欢迎家长多交流，但是严禁家长送礼。

三、区别对待。 可能个别家长不顾及教师的态度，
仍坚持送礼，对此教师可区别对待。 如果是有纪念意义
的小礼品，家长只是为了表达对教师的感谢，或者礼物
是家长就地取材，只是为了表达对教师的感激之情，是
一种发自内心的行为，这样的礼品，教师可以收，并且
要精心珍藏。 因为，收下那份心意，可能是对那位家长
最好的回复。 但是如果是购物卡或贵重的东西，一定要
当面谢绝。 实在拒绝不掉，可暂时放一放，找一些合适
的机会，买一些等值的物品当作奖品送给学生。

（山东省沂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情比礼重
□ 张 峰

像电视剧《心术》中反映的一样，红包问题导致
医患关系紧张，而近几年，班主任也常常要面对家长
给自己带来的“送礼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勿诱礼。 记得，刚刚当上班主任的时候，我的
爱人曾告诫我不要拿学生的一针一线。 因为他的初
中班主任， 曾利用节假日在自己家里举行各种名目
的聚会，让同学们苦不堪言。 虽然他的这位班主任教
导有方，学科教学独树一帜，但是他们对班主任老师
的这种做法却不敢苟同。

二、慎清礼。 由于爱人的告诫，我一直与学生家
长分得很清楚。 记得我班里有一个叫小森的初二学
生，因为口头语的问题，和另一位同学小朝打了起
来。 我非常生气，让他回家反省。 后来，小森的父母
提着两只老母鸡和一箱鸡蛋(他家是养鸡的)来到我
家里。 从与他父母的交流中，我发现孩子爸爸的口
头语也很严重，顿时明白了其中缘由。 于是，我针对
此事与他父母进行了交流。 鉴于家长的热情，我不
便让他们把东西立即带走， 于是第二天放学时，我
特意留下了与小森同村的小珊和小阳，让他们帮我
把这些礼物退了回去。 我认为这样既避免了与家长
的尴尬，又避免了自己所谓的收礼。 同时身为班长
的小珊也一定会把此信息用她的方式告诉班里的
其他学生。 事实证明，一直到孩子们毕业，再没有哪
个孩子家长送礼了。

但是，时隔多年后，再想起这件事，隐隐感到不
安。自认为巧妙的“清礼”对吗？自己没有收礼倒是心
安了，但是小森及其家长呢？ 后来回想，小森从那时
起变得很沉默，也很少说话。 原本学习并不好的他，
一直到毕业也没有多少进展。 自己的“清礼”方式是
不是无形中伤害了孩子和他的家长？ 所以，我告诫自
己， 简单直接的办法只会用行动伤了当事人及家长
的心，教师要“慎清礼”。

三、巧换礼。 印象最深的是班里的小哲同学，他
为了在班里装老大。 在一周内从家里“窃取”了 300
多元钱为同学们买方便面、雪糕等零食 ，为的就是
像电视里一样让大家众星捧月般地待他 。 针对此
事，我联系了他的家长进行沟通交流。 他母亲为了
感谢我，给我送来了 20 斤玉米面。 而我则在家访的
时候，给小哲的祖母带去了一箱鸡蛋。 一来二去，我
与小哲的妈妈成了好友， 如今小哲已经读大二了，
我们还保持着真挚的友谊！

（山东省邹平县焦桥镇初级中学）

带着礼品去家访
□ 刘 霄

家长总是希望教师能对自家孩子多照顾一下，
所以虽然农村家庭不是很富裕， 可逢年过节的时
候，一些家长还是会给教师送礼物，以表心意。

就像小龙母亲， 为了感谢我对小龙的教育，送
来了 1 箱苹果，10 斤花生油。我推辞不要，她坚决不
同意，说如果不是我，她孩子早不知道变得什么样
了，并说这是自家产的 ，不值几个钱 ，不要就是嫌
少、嫌孬，我只能接受。 可是我知道，农民生活很不
容易，自己都不舍得吃，不舍得用，我怎能要他们的
东西呢？ 于是，我找了一个合适时间，带上一些价值
差不多的“礼物”亲自到小龙家中。 一是家访，了解
小龙近段时间在家的表现， 与家长交流一些做法，
达成共识；二是对家长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小龙
教育的重视，与我主动密切地配合。

这种做法，很容易拉近与家长的距离，让家长意
识到，不用“送礼”我也会真心实意为小龙好，同时也
能让家长感觉到我的真诚， 更容易与家长建立起友
好的朋友关系。

彼此的真诚相待，让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越
来越亲。 因此，小龙毕业多年后，他的家人依然把我当
朋友，视为家中重要的一员。 家中有重要客人来访，会
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作陪；当小龙思想出现波动时，也会
给我打电话， 邀请我去做客， 顺带给小龙做做思想工
作；自然，逢年过节还会给我送“礼物”，而我也依然是
礼尚往来。

当然，其他的“送礼”家长我也采用同样方法：
欣然接受，然后带着礼品进行家访，与家长真心做
朋友。20 多年来，我结交了很多这样的真朋友，收获
满满，感觉很幸福。

（山东省沂源县南麻中学）

礼尚“往”“来”
□ 孙 雯

家长与老师的关系是朋友，是合作伙伴而不是
敌人，需要有交往，但因为有学生这个特殊的媒介，
所以要有分寸，有规则。

有时，家长打电话说，想与老师交流一下孩子
的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去家访，尽量避免让家
长到家里来。 遇到推卸不掉，执意要留下土特产的
家长，不留下实在不尽如人意，我会收下。 但接下
来，我会把自己家乡的特产送给他，而且比他拿来
的还要多。 当然，教师家里也不是土产公司，有时候
没有东西可以回礼，也可以给孩子买些图书，在孩
子过生日、生病，或者家访时送给孩子。 如此，家长
会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这样反而让老师破费了，下
次也就不忍心再送“土产”了！

礼尚“往”“来”，让家长与老师之间的关系简单
纯洁和谐起来！ （北师大厦门海沧附属学校）

我们相约，在这里 ——— 10 大活动 事事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