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 5 月 5 日

·父母课堂

星期四

电话：
010-82296652

主编：
杨咏梅 编辑：
杨咏梅 设计：
王保英
邮箱：
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 群：
371368053

10

家校合作

亲子共读唤起
亲子
共读唤起乡
乡村父母自我教育

微评
（4 月 26 日 重庆晚报）
“工作好累，工资好低。”重庆 25 岁的小
伙雷力一年多前辞职后，
整日宅在家里，
每个
月向母亲要 1000 元生活费，每天睡觉吃饭打
游戏，
还扬言要这样过一辈子，
大不了接手母
亲的生意。
点评：
此时不
“断奶”，
啃老何时了？

武际金
在现今的全民阅读时代里，80%
以上的家长能够认识到孩子阅读的益
处，但真正能够做到督促孩子读书、陪
伴孩子读书的家长却少之又少。
“成功的关键往往只有几步，
其他
时候都是默默积淀的过程。积淀的过
程需要坚持，
此时的困难、挫折需要智
慧来攻克。关键时候更需要坚持，几
乎所有困难都在此时浮出水面，击破
它们，你就赢了。谁坚持到最后，
谁笑
得最美。”
在清平小学
“亲子共读”
活动
进行到第 40 天时，我在“清平乐·俱乐
部”
群里这样留言。

深度推进培育志愿者
清平小学地处潍坊高新区城乡接
合部，2014 年 4 月引进“亲子共成长
教育园区”项目后，创建了爸妈群、国
学堂、亲子记、爸妈信、诵读群等多个
QQ 群，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手段
占领家长群体的碎片时间，打造面向
全体家长的家庭教育网上平台。
“亲子读书”
是继
“亲子日记”
后启
动的“亲子共读一本书”项目，家长自
愿报名参与，
并推选出读书小组组长、
副组长。
先读什么书呢？我向家长们推荐
了《无条件养育》，组长、副组长组织集
体购书和读书活动进程；
学校将《爱的
教育》赠送给孩子们读。这两本书，一
本是引导家长如何爱，一本是教导孩
子学会爱，不同角度引向一个共向的
教育主题，这就是亲子共读的魅力所
在。同时，邀请部分老师参与其中，作
为陪伴者与家长同行。
每隔三四天，
组长、副组长都会发
布读书计划、读书目标，提出相关的问
题，引导鼓励家长跟上进度。
“各位书友们：
周日之前我们继续
品读《无条件养育》第九章‘孩子的选
择’
，
探讨孩子的内心世界，
真正了解孩
子的所需所求。”
组长牟姿慧妈妈发布
进度并鼓励大家：
“我们是孩子的第一
守护人，
让我们为了孩子一起品读更高
境界的人生，
一起加油！
”
参与读书群的孩子每天提交一篇

读后感，无论字数多少，
无论写得豪放
还是细腻，捧读孩子的心得都是家长
的享受。而孩子则从中体验到了成就
感，不断地反观自己，检省自我，在领
悟中学会爱、释放爱。

（4 月 26 日 新快报）
广东南海千灯湖广场，一位女士不小心
将自己两岁的女儿锁在车内。现场处理事故
的巡警征求这位女士同意后，果断砸窗将被
困幼童救出。
点评：任何时候都不要让孩子单独待在
车里，
不要抱侥幸心理。

更新理念转变教育观
亲子共读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是
培 育 家 庭 教 育“ 尖刀班 ”和“ 尖子 家
长”
，
让家长影响家长、家庭影响家庭；
二是家庭读书氛围需要家长来带动，
示范引路才能带动孩子爱上阅读；三
是读书是一个个性化过程，也是家长
真正自我教育的开始；四是家长读书
也是全民读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创
建学习型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是亲子共读需要家人相互支持、相
互监督，密切亲子关系的同时养成读
书习惯。读书小组坚持下去将形成
“附丽效应”，吸引更多想要提升教育
素养的家长开始读书，
开始自我教育。
一开始有20位家长参与亲子共读
小组，
牟姿慧妈妈说自己在品读中发现
之前教育孩子的过失，
从书中学到了引
导、鼓励、并肩作战等方法。
“有些养育
方法在我们的习惯中已经扎根，
要想用
更好的方法去代替它们，
还需要很长一
段时间，
让我们慢慢吸收无条件养育的
理念，
更好地培养下一代。
”
袁艺轩妈妈说，亲子共读能在共
同参与的状态下，使家长的教育意识
与言行举止更上一个层次，若是最终
能达到父范母仪，行无为之教，
就是最
好的结果。
亲子共读，是清平小学“金字塔”
式家长教育模式探索的冰山一角。塔
尖——钻头行动（亲子记、读书群），
培
育家庭教育志愿者；塔身——种子行
动（爸妈课、爸妈沙龙），
培育家庭教育
护旗手；
塔基——碎片行动（网络推送
爸妈群、根基课程常态化、家庭教育乡
村行），
推进家庭教育全员化。
这些点面结合的探索，让一个个
家庭慢慢生长出了教育智慧，陪伴孩
子已经成为大部分家长的生活常态；
亲子共读让每个家庭变得更温馨、更

（4 月 27 日 国际在线）
伊拉克一名 3 岁男孩在公园里开着红色
宝马秀漂移特技。小男孩的眼睛一直盯着录
视频的人，
受到鼓励后开始加速，
在原地绕圈
漂移。
点评：
为了成
“网红”，
拿命来冒险？

小夏
绘

“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家校合作优秀案例”征集启事
“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励计
划”由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支持、中
国教育学会主办。为了进一步推广
家校合作共育的成功经验，
中国教育
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今日起面
向全国举办
“中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

安静；教室里多了家长义工劳作的影
子；学校家委会办公室里每天都有三
五位家长在忙碌；寒暑假亲子轮值接
替了教师值班；每天上网进群已经成
为清平家长们的习惯。

内省自我坚持走下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手机
成为生活的必需，很多人已经习惯了
碎片化阅读，静静地读一本书都有困
难，更何况要细细品读一本打破自己

激励计划家校合作优秀案例”征文。
征文内容聚焦区域的家庭教育行动
和学校的家校沟通活动，要求真实、
有特色，
具有推广借鉴价值和可操作
性。字数一般控制在 3000 字以内，
文体切忌工作汇报和研究论文形式，

诸多旧有教育观念的书呢。
“亲子共读”进行到一半时，部分
家长产生了困惑，有的家长打了退堂
鼓。毕竟大部分家长骨子里还存在着
传统思想观念的痕迹，在学习中质疑
并改变自己的行为和意识实属不易，
读书习惯和时间安排上也困难重重。
但更多的家长知道，在孩子不断
成长的路上，在社会不断变化的进程
中，
家长不想改变都难。
“每前行一步，
都是大的收获。不管有多难，只要秉

和以养气

要求有点有面、有人有事、有理念有
细节。
征文请发往 anlitougao@edumail.com.cn，须 注 明 作 者 姓 名 、单
位、职务、手机、电子信箱、地址、邮
编，
截止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10 日。

承一颗学习改变的心，就一定能克服
困难，
因为越是困难重重、呕心沥血来
完成亲子共读这件事，记忆往往最深
刻。
”
袁艺轩妈妈说。
我们坚信，清平小学的“亲子共
读”将从一页一本读起，持之以恒，让
乡村小学的书香一缕一缕慢慢绽放。
不求家长立即改变，只求陪孩子一起
慢慢成长，
一起改变。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高新区清
平小学校长）

（4 月 27 日 重庆晚报）
重庆 7 岁女孩西西为了让爸爸陪自己，
竟然自编自导自演“要被妈妈打死”的苦肉
计，
并打电话给爸爸求救。
点评：陪伴，不是父母给孩子的福利，是
孩子本该有的权利。
（4 月 28 日 中国新闻网）
义乌一个 3 岁半的小男孩与家人一起逛
超市时，因为家人的监管不到位，不幸被自
动扶梯“吃”了一小截手指。
点评：
别以为安全事故离自己很远，
一次
疏忽抱憾终身。
（4 月 28 日 新浪教育）
最近首尔江南一带流行起家长为提高孩
子的学习成绩，给孩子打一次达 12 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 672 元）的
“大脑活性化针”
。
点评：
这玩意儿可别流行到中国来。
（4 月 29 日 福州晚报）
终于等到自己的 12 岁生日，温州男孩小
小本想好好与家人分享蛋糕。下班回家的爸
爸肚子太饿，先把蛋糕切了一块吃。看到缺
了口的蛋糕，小小越想越委屈，最后离家出
走以表达不满。
点评：孩子未必心疼蛋糕缺了口，恐怕
是委屈过生日的仪式感被破坏了。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乐致进取

——记重庆北部新区翠云小学的“和乐教育”
“中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思 想 。《礼 记 · 中 庸》 里 说 ：“ 中 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达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
”
“中和”也简称为“和”，是中国
传统文化一直倡导，社会一直追求的
理想境界。“和”，意味着各种事物尽
管千差万别甚至矛盾交织，却能实现
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事物
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
互相促进，达到“和而不同”“和实生
物”。
“ 和 ”， 因 为 符 合 美 好 人 性 的 追
求，因此在教育中成为重要的思想和
实践资源，也被学校广泛地运用于文
化建设。
在重庆北部新区翠云小学 （以下

简称翠云小学），“和”与“乐”就被
作为了核心文化，校长叶云峰明确地
说：“办学校就是办一种精神、办一种
文化。文化是一种共同价值观，犹如
一个磁场，身在其中的人会自觉受到
文化的影响，形成一种特质。
”
翠云小学建校 40 多年，提出“和
乐”文化既是办学传统、文化积淀的
提炼，又有教育契合时代发展、面向
未来的考量。
对“和”的努力追求，就是促进
学校形成适宜于“人”栖息和成长的
气场，而学校里有了“和”之气，自
然而然就会结出理想而美好的“乐”
之果实。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
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
别。”翠云小学的教育者还从 《乐记》

里探寻“和乐”的思想源头，提出
“和乐”也是一种艺术审美思想、道德
教育思想，因此学校提出了“和乐进
取”的校训，引导教师“走向和乐”，
不断进取，追求卓越。
在一篇探究“和乐教育”实践的
论文里，叶云峰说，“走向和乐”的教
育实质上是人文教化，更看重心性、
品格的培养，更注重人之为“人”的
基本教养的养成，她追求一种“习与
智长，化与性成”的境界。
为了避免“和乐”走向泛化甚至
空洞、虚无，翠云小学从校园环境、
课程建设、日常教学、师生行为规范
等方面对“和乐教育”进行了全方位
的整体设计，谓之“和乐德育”“和乐
课堂”
“和乐课程”。
“和乐德育”摒弃说教、被动执行

的低效甚至无效的方式，以师生体验
与领悟“和乐”理念，主动建构“和
乐”行为为目标，最终形成所倡导的
“乐中成长，童心飞扬”的校风、“乐
教尚新，孜孜以求”的教风、“乐学善
思，锲而不舍”的学风。
但是，和乐德育不以行为规训来
“道德绑架”师生，而是尊重师生的思
想、个性，力求让每个人都成为最好
的自己，与人和乐、与己和乐、与天
地和乐，共同努力让校园成为和谐的
精神家园、诗意的栖居地、健康成长
的乐园。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所以，和乐课堂强调关
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力求让学生真正
对学习有兴趣。课堂教学在充分尊重
每个学科的特点的基础上，以“先学

后教，互助展评”为基本原则，让学
生成为学习的主体、课堂的主人，自
主学习、交流互助、充分展示成为课
堂的基本常态，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
学有所获，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和希
望。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生的个性
特点、兴趣爱好也有着巨大的差异，
有着无限的发展潜能，以“和乐”为
追求的教育早已超越课本、作业、考
卷的单调组合。经过三四年的探索，
翠 云 小 学 构 建 出 了 阅 读 类 （经 典 读
本、现代文阅读、数学绘本阅读
等）、 实 践 类 （交 际 训 练 、 手 工 训
练、艺术训练、体育训练等）、育德
类 （传统美德育德、主题活动育德、
实践体验育德等）、特色类 （经典诵
读、花样跳绳、校园足球、葫芦丝）

四大类课程体系，还开发出了“经典
诵读、花样跳绳、校园足球、葫芦
丝”四种校本教材，在全校各年级使
用。
孩子们在翠云小学学习，他们收
获的除了面向未来的知识、能力，还
有当下十分重要的快乐体验、幸福童
年；教师则在重建教育方式的过程之
中收获到了更多的价值感、意义感，
职业幸福不再是天边浮云。
“让生命之树青翠入云”——这是
翠云小学勾画的一个成长意象——师
生的生命之树常青，不断成长，直接
云天，无有止境。敢于做出这样的宣
言，一刻不停地努力向往与践行，你
能说这不是一所有理想、负责任的好
学校吗？
（杨 旭 海 峰）

青岛博文小学

数据分析助力学校个性化教育研究
“个性图谱”勾勒学生个性
发展前景
学校采用智能结构、学习风格、
性格及感觉统合量表，对三至六年级
的学生个性化特征进行了分析，为每
一个学生绘制了直观的“个性图谱”。
根据“个性图谱”，与学生家长一起为
学生量身定制教育发展规划，从潜能
开发、养成教育、学科学习等多个方
面帮助学生发展优势潜能，形成完整
独立人格和优化自身独特个性，建构
格、性格及感觉统合等个性数据的采
有助于学生个性化自我成长、自我实
集和分析，学校大胆实施了课程设置
现和自我超越的教育系统。
改革，构建多元智能引领下的“A+N+
X 多元智能”课程体系。“A+N+X 多元
个性数据引领多元化课程 智能”课程体系中特色鲜明的学科拓
展课、丰富多彩的工作坊、自主课题
建设
研究，从课程内容和学习方式等方面
基于对学生智能结构、学习风
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选择，促进了学

统”，完善了学生的个性化评价，运
用信息化系统，让学生及家长可以直
观地看到学校的评价结果。学校扩建
了校园无线网络系统，为每班配备一
台装有积分激励系统的平板电脑，三
座教学楼大厅均安装了大型显示系
统，实时显示学生的声望积分情况。
积分激励系统涵盖了学生的课堂表
现、特长发展、作业完成、文明守
纪、实践活动等方面，学生获得积分
后，可以兑换铅笔盒、笔记本、橡皮
泥等学习用品，进一步提高了学生通
书借阅要求的落实。
过在校优异表现获取声望值的积极
积分激励系统完善学生个
性。随着教师、家长、学生对积分激
性发展评价体系
励系统的深入认识，该系统已成为我
全面、客观 、 及 时 的 学 生 评 价 ， 校个性化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全面客观的评价学生，促进学生多
是完成个性化教育目标、完善教育体
元智能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个性教育研究
（青岛博文小学 李昌科）
过程中，学校建立了“博文声望系

青岛博文小学于 2012 年 8 月正式启用，是目前青岛市内三区规模较大的一所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学
校以“博悦童年”为文化品牌，秉承“提供多元选择、促进个性学习、成就快乐童年、奠基幸福人生”的
办学理念，根据多元智能理论，从分析学生的智能结构、学习风格及性格入手，为每一个学生绘制了个性
图谱，根据学生个性图谱，为学生制定个性发展计划，发展智能强项，弥补智能弱项，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学有所长，为将来的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作为山东省“十二五”《以多元化课程构建为载体的个性化教育研究》 课题实验学校，在课题实验过
程中，青岛博文小学在学生个性特征分析、课程建设、阅读管理及学生评价方面，注意运用信息技术手
段，对实验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统计结果，改进个性化教育研究。

生个性发展，把学校变成了学生“博
学养智、多元选择”的快乐学园。

数据分析服务于学校管理
在学校管理中，我校注意对各方
面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
础上提取有价值信息，让学校的决策

更科学，管理更有效。比如在图书室
管理中，借助学生图书借阅书目数据
分析，可以了解我校学生最喜爱阅读
的书籍门类有哪些，为图书室的图书
配备和老师们指导孩子个性阅读提供
数据依据；借助班级借阅图书情况统
计的柱状图分析，各班借阅图书的情
况一目了然，便于学校监督对班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