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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为中山市政府
重视家庭教育点赞

■关颖

“家庭教育” 第一次写进了中山市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探索家庭教育新形
式， 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获得当地人大
代表的一致好评。

家庭教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意味着
家庭教育已经不再是某个部门的工作， 而
上升到政府统筹的高度。 在如今政府简政
放权是大势所趋的社会背景下， 中山市政
府重视家庭教育的举措让我们眼前一亮！

中山市委、 市政府将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 纳入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规划； 自2010年以来， 每年政
府财政拨款生均 7元的家长培训经费，
2014年这一项投入达357万元。

此外每年投入200万元教家长学电脑；
2011年批准成立公益类事业单位“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中心”， 组建了专职工作队伍
从事家庭教育指导……

政府的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 使得中
山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不再停留在暂时
的、 表面的活动上。 在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下， 他们整合全市资源， 强化阵地建设、
完善家长学校课程体系、 培训家庭教育指
导专业人才， 依托社工、 志愿者、 家长等
开展各项活动……让无数家长和孩子从中
受益。

中山市的做法为家庭教育事业的科学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家庭教育本来就
不是个人和家庭私事， 而是教育的基础工
程， 是传递社会主流文化的主阵地。 家庭
教育指导和服务不应只是妇联的活儿、 不
该是专家学者的业余爱好， 更不应成为一
些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和伪专家的提款
机。 关键在于政策引领、 长效机制建设和
提供保障。

现阶段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
建的当务之急是保基本、 强基础、 建机
制， 决策层要理清基本思路， 做好顶层设
计， 扎实推进家庭教育事业发展。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
究员）

为孩子开启人生的可能性

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优秀案例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协办 anlitougao@126.com

■韦文斌

作为有着34年教龄的中学化学高级教
师， 我深深体会到教师的双重责任是为国育
人和为国教子， 在潜心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的路上，我最成功的作品是我的儿子。

帮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
《首批大学生小卫星将探访太空》， 是央

视 《朝闻天下》 播报的一则新闻， 报道哈尔
滨工业大学小卫星学生团队参加全球大学生

“QB50计划” 的消息。 根据该计划， 这个学
生团队研制的“紫丁香一号” 小卫星将在
2015年发射升空， 用于大气层低层空间研
究。 这个项目的学生负责人， 就是我正在哈
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读研究生二年级的儿
子韦明川。

周围的朋友经常会问我有什么教育秘
诀， 说来惭愧， 随着儿子的长大， 我这个父
亲所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也越来越少。 儿子
今天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在导师的指导和
帮助下获得的， 得益于哈工大浓厚的创新氛
围。 我做的只是在儿子年少懵懂时期帮助他
找到了自己的兴趣， 并鼓励他以兴趣为终身
奋斗的目标。

儿子小时候与其他同龄小朋友没有大的
差别， 我和孩子妈妈也曾送他到美术班、 书

法班学习， 尽管在市里举行的比赛中也获得
了一些奖项， 但是在我看来， 儿子的天赋不
在用线条、 色彩表现世界， 而在于他的想象
力和动手能力。 这种对儿子天赋的判断很快
得到了印证： 刚上小学儿子就爱上了做模
型， 虽然开始只是做一些纸质、 木质的模
型， 却为他后来的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爱动手肯学习的儿子得到了全家的支
持。 五、 六岁时， 《十万个为什么》 等知识
类的书籍就成了儿子的最爱。 上小学后， 孩
子妈妈出差给他买了一套浙江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 《中国少儿百科全书》。 儿子实在太爱
这4本厚厚的大书了， 有时间就坐在椅子
上、 床上甚至地板上痴迷地翻看， 遇到不懂
的就问。 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脑， 超出知识范
围的， 我和孩子妈妈就一起翻书帮助儿子找
答案。 有时正在吃饭， 儿子的问题我们不知
道答案， 就放下碗筷一起查书， 非找到答案
不可。 结果常常是饭菜凉了需要重热， 可是
全家一起探求知识的经历， 却是对孩子求知
欲最好的鼓励。

鼓励孩子动手尝试科技制作
我是一名化学教师， 多年的一线教学和

辅导特长生的经验， 使我对孩子科学精神的
培养有一些心得。 在发现儿子有动手制作模
型的爱好后， 为了让他进一步走上通向科学

的阶梯， 我就逐渐向他渗透一些物理、 化学
知识， 带他做一些小实验。 当看到物理仪器
或化学实验呈现与日常生活不同的视觉体验
时， 儿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 兴奋极了。

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次我看路边上有一
台废弃的验钞机， 觉得儿子一定会喜欢， 就
把它拣回家。 儿子迫不及待地把验钞机拆
开， 发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电子元件， 就对
我说： “爸爸你看， 这个电子元件是光敏电
阻”。 我问： “光敏电阻有什么特性呢？” 他
说： “在光的照射下， 一般光敏电阻的阻值
会迅速减小”。 然后他拉着我的手说： “爸
爸， 您帮我买一段两米长的导线、 一个开
关、 一个小喇叭、 两节电池， 行吗？” 我抚
摸着他的头说： “爸爸明天一定给你买回
来。” 第二天， 我买了他需要的东西， 他接
过来说声谢谢就忙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三天
凌晨4点左右， 正在梦中的我突然被“你好
请开门” 的声音叫醒， 原来儿子放置在窗台
上连接好的电路导通了。 顿时我们都没有了
睡意， 全家人兴奋地分享儿子第一个电子作
品带来的快乐， 那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
年儿子8岁。

这次电子门铃制作， 激发了儿子电子制
作的兴趣， 从此他成了电子商店的常客， 零
花钱几乎都花在那儿了。 亲属的几个老式收
音机也成了他的宝贝。 我和他妈妈去出差，
没时间逛商场买衣服也要去电子商城， 一家
一家去淘儿子需要的电子元件， 他的小房间
堆满了万用表、 电钻、 电烙铁、 频率计、 电
路板等工具、 电子元件和仪器。 小学四年
级， 儿子对航天技术十分感兴趣， 每次到书
店都要看看有没有航天方面的好书， 看到了
就一定要买回家。 上初二时， 元旦前一晚他
从19点起就一直在晒图纸上专心致志地画
自己设计的电路图， 直到新年钟声响起才完
成。 当时我们都惊呆了： 他的电路图完全可

以与专业的工程师相媲美。 儿子上初三时我
们家购买了电脑， 他就自学用电脑软件来进
行电子设计了。

“做中学” 培养孩子创新能力
爱科学给儿子带来了小小的成绩， 他初

三时设计制作的“新型旅行箱防盗报警器”，
荣获第二届“争当小实验家” 全国少儿体验
活动决赛国家级金奖， 参加初中、 高中全国
物理竞赛均获得了鸡西赛区第一名的好成绩。
高考获得哈工大自主招生加分， 以高分考入
哈工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从蹒跚学步的小童， 成长为一个高科技
技术项目的学生负责人， 儿子的成绩不是一
蹴而就的， 是我们十几年来一直着力培养孩
子动脑、 动手、 创新能力结出的善果。 偶然
间读到教育部前副部长韦钰同志倡导“做中
学” 的理念， 与我的做法不谋而合。 我的实
践， 是一位父亲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为儿子诠
释世界， 同时也为儿子开启他人生的一种可
能性。

我在阅读 《杰出科学家的少年时代》 一
书时发现， 每一位杰出科学家的少年时代都
是有浓厚兴趣的。 压抑孩子的兴趣， 就等于
毁灭了他未来杰出的可能。 尤其从钱学森的
成长过程可以看出， 少年阶段最重要的是培
养兴趣。 培养出伟人的父母和老师， 未必有
高深的知识和学问， 关键是要有一双发现孩
子兴趣、 看到孩子未来的慧眼。

一个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兴趣， 长大后就
会很平庸。 智慧的父母请仔细观察你的孩子，
努力了解你的孩子， 用具体行动来落实你对
孩子的爱， 用默默陪伴来阐释你的爱， 用战
略眼光来翻译你对孩子的爱。 用你发现的眼
睛， 为孩子开启人生的可能性， 为孩子插上
一双飞翔的翅膀。

（作者单位： 黑龙江省鸡西市第十八中学）

这是“激励计划优秀案例” 栏目的第三篇稿件。 1月25日 《这里每周都有家庭
教育“大餐”》 聚焦山东潍坊亲子共成长工程， 呈现的是区域推进家庭教育的案例；
2月1日 《家长会开到农家院》， 是一所农村初中的家庭教育探索。 这一期我们推出
一个普通家长的教子经验。 希望读者朋友多投这样的稿件， 分享你家的教育故事。

———编后

戴雅娟 摄

▲学校督导经常和年轻教师畅谈 “如何上好课”。

▲2014年9月，学校督导委员会成立。

AD

全员参与，建章立制
督导机制有据可依

“评价主体要多元化， 比如争取让学校的督导机
构成为校内第三方监测者； 评价手段要多样化， 比如
学生信息员的信息反馈与评价采用QQ群和微信进行
评价……” 在浙江省现代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浙江省
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会等单位组织的 “高等职业教育教
学督导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专题研讨会” 上， 曹小其
等撰写的论文 《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督导工作若干问题
的探讨》 荣获二等奖。

2014年年初， 为保障教学质量督导体系的有效执
行， 曹小其亲自挂帅， 全员参与， 开展广泛深入的调
查研究工作， 从可行性、 科学性的角度论证 “两级四
层” 教学督导机制， 同时， 明确了督导体系的建设要
点和注意事项， 为创建教学质量督导体系奠定思想基
础。

在 “两级四层” 教学质量督导体系中， “两级”
即实行学校和系部两级管理。 校级领导为第一级， 负
责制定督导方针政策、 领导全校督导工作； 系 （部）
领导为第二级， 直接管理所属机构对教师教学质量的
监督和反馈。

“这种 ‘两级四层式’ 评价机制， 要实行 ‘以督
促改、 以导助建、 导督并举、 重在引导’ 的方针， 提
高教学质量， 让高效率的督导成为可能。” 总督导陈梓
城教授介绍说， “四层” 即学校领导、 系部、 教研组
和班级四个层面。 为了将教师教学水平的考评从定期
的、 单一的学生成绩评价依据， 变成常态化、 多样化
的教学过程评价标准， 学校领导、 系部、 教研组、 班

级均参与教师的教学过程质量监督和评价， 从而保障
评价的客观性； 同时， 通过将多方的指导意见迅速反
馈给教师， 让教师及时纠正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实现
“动态问题解决法” 的高效教学质量改进方式， 真正做
到教师教学在学习中改进、 在过程中升华。

为了在制度上确保教学质量督导体系有章可循，
学校还制定了 《浙江省机电高级技工学校教育教学督
导工作条例 （试行）》 《浙江省机电高级技工学校督导
委员会章程 （试行）》 《浙江省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学生
信息员工作条例》 和 《浙江省机电高级技工学校督导
考核细则 （试行）》， 严格明确了督导工作、 督导参与
者的行为规范； 制定 《关于开展系、 部督导工作考核
的通知》 和部门督导考核表， 为考核提供依据； 同时
为督导员、 学生信息员和班主任设计了 《听课评价表》
《听课评价汇总表 》 《学生信息员教学信息反馈表 》
《校外基地教学信息采集表》 等一系列表格， 专业而细
分， 让每个参与者都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2014年秋季， 学校成立独立的督导机构， 由校内
资深督导教师和校外行业企业代表组成督导委员会和
督导室， 并聘任了总督导、 督导室主任和专职督导员，
专门负责教学质量督导工作和督导体系的建设和维护。
学校下属的 “四系一部” 分别成立督导组， 由系、 部
主任担任督导组长。

此外， 学校建立 “三结合” 督导队伍。 一是校内
外结合， 校内聘请40名资深教师和管理人员担任校系
两级督导员， 校外邀请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行业、 企
业、 教育科研机构的多名专家参与督导； 二是师生结
合， 除了资深教师的参与， 还在学生中遴选了157名学
生担任信息员， 学生信息员先培训后监督， 在校学生

和毕业生都参与到教学质量评价中； 三是专兼职结合，
除了专职督导员， 学校还由其他教师兼任督导员， 形
成规模庞大的督导队伍。

层层分解，科学实施
督导过程有迹可寻

“相比上课情况会被公示的压力， 我更在意的，
是前辈们对我的指导。” 财经商贸系的新教师彭立豹，
曾在一个月中被听了4次课， 他称自己是幸运儿， “有
的老师建议我放缓语速 ， 有的指导我应该充分利用
PPT， 还有的询问我这学期的课程进度安排， 他们每
作一次课后反馈， 我感觉自己对课堂的把握就多了几
分。”

实施教学质量督导体系以来， 学校教师无论在理
论教学方面， 还是实训操作方面都结出了硕果。 通过
教学信息反馈和指导、 跟踪听课， 有近20名教师的教
学能力和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2014年， 该校教师43
人次在全国、 省市级的课件设计、 论文评比、 教学技
能竞赛中获奖 ， 多名专业教师被评为全国机械行业
“实践教学能手”； 在课题研究方面， 《职业教育课程
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研究》 被列入中国教育
学会教育机制研究分会课题； 在创新技能大赛中， 学
校获全省第三届创新大赛二等奖， 多位教师在2014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得 “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
督导室指导四个省级项目的申报和验收， 获得成功。

喜报频传， 究竟 “两级四层” 教学质量督导体系
是如何落地于日常教学而作用于教师整体素养提升的
呢？ 浙江省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将该体系的实践分为五
步。

第一是制定督导计划。 根据学校每学期制定的教
学工作计划， 校级督导委员会统一指导本学期教师教
学质量的评价与监控工作， 审议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
具体方案、 督导本学期建设规划。 督导室作为督导委
员会的常设执行机构， 负责学校督导工作的组织、 协
调， 首先制定教学质量监控的评价方案、 实施要点和
办法， 为具体执行教学质量督导提供科学参考。 然后，
通过对督导全程的刚性控制， 保证全校的评教、 促管
活动如期完成。

第二是实施教学过程监督与指导。 学校对教师的
教学督导主要通过听课、 动态跟踪监控、 专项督导等
方式， 既检查教师教案， 同时又监督教师的实习实训
（含校外实习）、 学生考试和比赛成绩等， 途径灵活多
样， 重在有序、 有理的监督， 并为后续教学工作提供
决策依据。

在监督者方面， 实施教学质量监督的成员包括校
级督导员和系部督导员， 其中督导员以学校专业资深
教师为主， 以校外企业专家、 行业代表为辅， 既监督
教师教学方法是否有针对性和建设性， 又考察教学内

容是否符合企业的用人需要， 实现教师教学能力的全面监
督和评价。 在监督频率方面， 实行计划性与不定期相结合
的督导方式。 以听课评课为例， 分为计划听课和推门听课
两种， 每个学期对教师的讲课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价， 争取
每位任课教师在一个学期内至少接受2-3次不定期的推门
听课， 让教师不仅做好计划听课的准备， 而且上好每一节
课， 在突击听课评课时也应对自如。

第三是 “两级四层” 综合评价。 在对教师的教学过程
进行现场监督和检查之后， 两级督导员、 班主任和学生都
要对教师的教学表现做出评价。

校级和系部督导员在每次听课后需填写 《听课、 评
课登记表》，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教学前的准备、 教学时
的课堂管理、 基本功、 内容及过程、 方法与手段、 效果
与学生反馈等。 在听课结束后， 督导员按照一定的专业
标准， 对教师的表现进行计分， 最后计算总分、 评定教
学质量等级。 听课后要和教师进行交流、 反馈， 进行指
导， 促进提高。

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价包括两种形式， 一是由教务处
组织约2/3学生对任课教师进行网上教学质量评价测评，
主要从教师的教学态度、 过程组织、 课堂管理、 授课效果
等方面， 将教师在一个学期内的教学工作表现展示在校园
公共网络平台； 二是在每个班级中选出两名学生担任信息
员， 每两周填写一次 《教学信息反馈表》， 从学生的角度
评价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 态度、 水平和效果。

第四是收集信息， 及时反馈。 督导员、 班主任和学生
对教师的教学评价资料， 由系部督导小组联合教研组教师
进行分类、 统计和整理。 为确保数据更加直观、 建议更加
明确， 学校的资深督导教师每月将听课记录表和信息反馈
表登记成册， 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了解教师每月
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而更好地 “对症下药”。 评价的结果
和建议以督导数据统计表、 《督导通报》 和 《督导通讯》
的形式呈现， 其中 《督导通讯》 每学年编印八期， 主要刊
发学校的教学督导工作动态、 督导评价情况分析和有助于
教师教学的指导性文章， 将理论指导与操作建议相结合，
给教师以更多的选择。

此外， 系部督导小组还要将信息及时反馈给上课教师，
让教师根据意见和建议在实际教学中做出改进， 避免反馈
机制的拖延和虚设。 同时， 这些资料会作为学校教学工作
的一手资料， 为后期数据分析、 督导决策的改良奠定基础。

最后是执行动态再检查。 在教师收到督导反馈表一周
后， 校督导室和各层级督导员还会以不定期的推门听课来
检查教师的教学是否改善， 并对其不足之处做专项指导，
然后将教师的改进效果记录在册， 作为年末教师成绩考评
的一项重要依据。 对教师教学改进情况的再检查， 不搞
“一锤定音”， 而是进行多次不定期的抽查， 形成 “检查—
反馈—再检查—再反馈” 的螺旋式上升评价机制， 以保证
教师教学质量改进的可持续性。

（严希希）

浙江省机电高级技工学校

互促共学强督导 教学质量大提升浙江省机电高级技工学校教
学楼通往食堂的小道是学校最为
热闹的一角。 每逢周一， 转角的
橱窗前总是围拢着一群群学生。

“我们班张老师的机械课被表扬
了， 说是课堂纪律好， 你们班小
王老师就惨咯， 他被批评迟到3
分钟才开课……” 看着张贴在公
示栏上的 《督导通报》， 他们低
声议论着， 也比拼着， 因为通报
的对象都是自己平常熟悉的老
师。

从上个学期开始， 根据推门
听课的情况， 浙江省机电高级技
工学校每周都会公示一期 《督导
通报》， 内容以总结教学常规情
况为主， 例如上周的教师到岗情
况、 学生出勤情况等； 而每个月
月底则出刊一份 《督导通讯》，
逐条分析被听课教师的教学亮点
和存在的问题。

2014年， 国家教育部门等六
大部门颁布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规划 （2014-2020年）》，
将“健全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
度” 作为其中一项重点任务来
抓， 主张建立内部质量评价制
度， 完善学校、 行业、 企业、 研
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参与
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机制。 针对
教学质量督导机制在大多数中职
学校尚未形成体系的问题， 浙江
省机电高级技工学校创造性地引
入高职院校教学质量督导机制的
做法和经验， 从教学质量监督和
评价的层面， 拓宽中高职的衔接
路径， 推门听课、 定期编发 《督
导通报》 和 《督导通讯》 便是其
主要尝试之一。

“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关乎教
师教学能力的提高、 方法的优化
和内容的与时俱进， 在示范校建
设期间， 我们首先要把好教学质
量关， 从教室到实训室再到校内
外实训基地， 将教师的教学理念
和过程纳入常态监督、 动态评价
和及时反馈， 使教师教学时刻以
质量为先， 使人才培养更加优质
高效。” 校长曹小其深谙教学质量
的生命线意义， 力促“两级四层”
教学质量督导体系的成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