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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伴随着绵绵的细
雨和清冷的微风，江苏省常
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的陆芳老师和她的同伴们，
踏上了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
的土地。在由活动板房和帐
篷搭建而成的囊谦县巴塘小
学，永红校长热情接待了这
帮远道而来的客人。令这位
坚守高原 20 余年的校长倍
感意外的是，在这支志愿者
团队中，最小的年仅 10 岁
——她就是陆芳的女儿、今
年刚刚读完三年级的范淑
媛。

故事还要从两年前的暑
假说起。那一年，陆芳作为
一名“格桑花西部助学”的
志愿者，第一次前往玉树支
教。妈妈不在身边的日子，
范淑媛格外思念，每天都要
和妈妈视频，了解支教生活
的一点一滴。从那时起，一
个小小的愿望在孩子心中生
根、发芽，那就是长大后一
定要跟着妈妈一起去青海，
为千里之外的孩子们送上自
己的爱心与祝福。

今年暑假，机会来了。
在小淑媛的再三请求下，妈
妈答应带她一起去支教。由
于担心孩子年龄小不适应，
陆芳在出发之前做足了功
课。她与女儿约法三章：不
评价当地的饭菜；不随意对
高原小伙伴的行为或生活习
惯评头论足；尽量按照原先
的节奏学习和生活。

然而女儿在支教过程中
的表现，却大大超出了陆芳
的预料。刚来玉树，志愿者
们都出现了或轻或重的高原

反应。大人们坚持带病上阵，为当地师生上语文、数学、健康
卫生等各种示范课，小淑媛则安安静静地坐在课堂里，忍受着
头晕与强烈的睡意，一直坚持到上午的课程全部结束。

随后，志愿者们来到囊谦县阳光福利学校，正式开始他们
的支教生活。不能洗澡、饭菜吃不惯、没有人照顾⋯⋯这些陆
芳原先认为的“天大难题”，范淑媛却丝毫不以为意。每天早
上6点，校园里准时吹起起床号，小淑媛揉揉惺忪的睡眼，跟
着大家一块儿起床、洗漱、晨读。当地的孩子们吃完饭要背诵
文殊菩萨的智慧咒语，小淑媛听不懂，也不会背，但依旧跟着
其他孩子一起，把姿势做得棒棒的。课堂上，她要负责“热
场”：没有人回答问题时要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声音要响亮，
还要分析自己的思路；课后，她跟着别人依样画葫芦，学会了
做糍粑、洗球鞋。

在陆芳的印象中，小淑媛哭过两次。第一次是上音乐课，
学校的闹布校长让女儿教当地的孩子吹葫芦丝。因为怯场，小
家伙在台下扭捏了 15 分钟才慢慢吞吞地上了场。事后她很内
疚，因为觉得“浪费了大家的时间”。第二次哭，是当地放月
假前，一个名叫桑巴桑周的小伙伴，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志愿
者的宿舍，给小淑媛送来了当地的特产蕨麻。想到临别在即，
淑媛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妈妈，你告诉我，我以后还会
来吗？如果还会来，我就忍住不哭。”

短短 16 天的支教生涯很快就结束了。在这段时间里，陆
芳和她的伙伴们为当地学校带去了不一样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
式；而小淑媛则认识了一群可爱的藏区小伙伴，他们会替她扎
小辫，教她说藏语。

“这是我和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陆芳说，“我从中感受到
了爱的伟大和被需要的幸福，而孩子学会了独立和关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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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玉娇

本报讯（记者 冯丽）“这次
比赛我们又是第一！”志丹县红都
小学四年级学生任志豪骄傲地挺
起小胸脯，汗水顺着晒得黑乎乎
的脸庞滑落。这个被同学们称为

“门神”的男孩，在刚刚结束的延
安市第三届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
市级决赛中，愣是让对方球队一
个球都没踢进。

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任志豪
和他的球队。这一赛事全市共有
69 支足球队参加，经过 5 天激烈
角逐，志丹县中小学足球队包揽了
所有的五个组别（小学男子甲组、
乙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女
子组）的冠军，成为全市校园足球
名副其实的“排头兵”。

2014 年，习近平主席看望正
在德国训练比赛的陕西志丹少年

足球队时提出，希望有更多的青
少年投身足球事业，为足球事业
发展作出贡献。如今，青少年足
球运动已如燎原之火，在志丹乃
至整个延安迅猛发展，全市所有
中小学校都组建有足球队，一些
学校每个年级甚至各个班级都有
足球队，全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达 115 所，并形成常态化的各类
赛事平台，足球成为备受社会瞩
目、学生喜爱的运动项目。

暑期的延安，烈日炎炎，群
山苍翠。绿茵场上，一个个矫健
的身姿生龙活虎。按照延安市教
育 局 的 安 排 ， 从 8 月 1 日 到 24
日，一系列校园足球推进活动在
全市紧锣密鼓展开：全市第三届
校园足球联赛、全市初中学生校
园足球夏令营、全市第六届运动

会足球比赛，还有外籍足球教练
任教启动仪式、外籍教练员培训
足球教练员活动、三期市级校园
足球教练员培训等，热火朝天的
足球活动让盛夏的延安焕发别样
的生机与活力。

“足球运动不仅锻炼体魄、提
高协调能力，还让孩子学会了自
立、团结，促进了文化课学习。训
练虽然辛苦，但只要孩子喜欢，我
们就支持。”城关小学六年级学生
王 艺 霏 的 妈 妈 是 她 的“ 强 大 后
盾”，只要女儿有训练比赛，看台
上肯定有妈妈的身影，这次还专
门带着妹妹来给她加油助威。

刚参加完市级校园足球联赛
决赛，保安中学初一 （8） 班的
岳洋洋等 80 名球员和 20 名教练
员又被选拔进全市初中生足球夏

令营，他们将在为期 3 天的夏令
营生活中，开展外教观摩、友谊
赛、红色旅游等活动。看着夏令
营活动安排表，岳洋洋兴奋不
已，他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既能交到新朋友，还能切磋球
艺，很开心。”

听说今年秋季，将有外籍专
业足球教练来学校任教，洛川县
丰园小学的小球员们惊喜地欢呼
起来。据悉，今年秋季，教育部
校园足球外籍教师支持项目的 5
名外籍教练将到达延安，市教育
局计划安排他们到市实验中学、
志丹县红都小学、洛川县丰园小
学等五所中小学校任教，开展足
球教学和教师培训等工作，并安
排教练员跟岗培训，带动全市校
园足球水平的提升。

数项赛事同时展开，教练培训如火如荼

足球点亮延安中小学生暑假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爸爸俱乐
部”正式启动了！日前，新疆阿克苏地区
库车县第七小学六年级7班迎来了十几
位特殊客人，他们是“爸爸俱乐部”新成
员。“爸爸俱乐部”是第七小学开展家庭
教育工作特色活动之一。成立当天，学
校特别安排了“你划我猜”“双人运球”

“保护气球”等系列亲子活动。在游戏
中，每对父子、父女经过磨练，渐渐地配
合默契起来，关系也变得亲密无间。爸
爸们的鼓励、表扬给孩子们带来了勇敢
和力量，让他们感受到了父爱的伟大，在
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

如今，类似的家庭教育组织在阿克
苏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近年
来，新疆阿克苏地区积极发挥“五支队
伍”作用，促进家庭教育深入开展，让家
庭教育遍地开花。阿克苏地区教育工委
书记孙长波告诉记者，阿克苏地区以讲
师团、志愿者、家长骨干、班主任、心理咨
询师为基础，大力加强和培育家庭教育

“五支队伍”建设，有力推进了家庭教育
的深入开展。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共
有 10 个家庭教育讲师团，县(市)讲师团
成员 72 人，志愿者队伍 320 名，家长骨
干队伍 480 名，骨干班主任 5000 名，心
理咨询师1025名。

阿克苏地区充分发挥讲师团的作
用，围绕家庭教育的政策、规定和要
求，积极宣传家庭教育理念、方法和经
验 。 从 2016 年 9 月 以 来 ， 地 、 县

（市） 讲师团开展讲座 28 场次，9000
余名教师、家长到场聆听。与此同时，
阿克苏地区还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志愿者
作用。志愿者队伍主要由有志于家庭教
育的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他们经常深入
学校开展送寒问暖、捐资助学、思想品
德教育等活动，做好下一代的成长、关
心、关爱工作。

“家长骨干队伍的示范作用不可小
视，他们的带动作用和影响都是很大
的。”孙长波告诉记者。为此，阿克苏地
区组建了子女在内高班、内初班、内地高
校上学的家长和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
稳定方面有较大贡献的家长组成的队
伍。在家庭教育活动中，他们或“现身说
法”，或参与班会、校园开放日等活动，携
手学校宣传教子经验与方法，分享教育
理念。

阿克苏地区还积极发动班主任密切
联系家长、加强家校联系、搭建家校桥
梁。班主任通过家委会、家访活动、家长
会等与家长深度交流，宣传教育政策、
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促进双方交心交
流，共谋教育发展。

目前，阿克苏地区 1197 所学校大
部分配有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定期
向学生家长普及心理学基本知识，就家
庭教育所需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向
家长提供职业化、专业化指导服务，为
学生的教育问题提供个性化的跟踪与辅
导服务。

新疆阿克苏地区：

“五支队伍”让家庭教育“强”起来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近一段

时间以来，上海市长宁区早期教育中
心面向婴幼儿家庭开设常规化亲子课
程，向孩子与家长传授早期教育理念
和实践操作服务。课程每周一次，三
个月 12 次课构成一个周期，每周 245
个家庭可在这里享受课程式早教指导
服务。中心同时建立起早教指导网
络，依托10个幼儿园对相应社区展开
辐射。

记者在长宁区早教中心看到，这
里露天与室内设置多块儿童活动场
地，配备秋千、滑梯、独木桥、步行
坡道、投篮筐等各种设施，供孩子运
动玩耍，并结合儿童特点，设立学
习、洗手、用餐的专门区域。

“我们这里可同时开设两个班，大
教室容纳 10 个孩子，小教室容纳 7 个
孩子，每周能开 28 个班，覆盖 245 个家
庭。”长宁区早教中心副主任王岚介绍，
早教课非常受欢迎，每次都爆满。有的
家长甚至在孩子 8 个月的时候就开始
咨询，不过这里只接收16—36个月的
婴幼儿。每年滚动开设两期亲子班，
可以惠及490个家庭。

与幼儿园上课只面对孩子不同的
是，长宁区早教中心的活动由家长陪
同孩子进行，家长可以维持课堂纪
律，并辅助孩子完成翻书、贴纸等动
作。老师不仅和孩子一同读图画书、
做游戏，也向家长传授科学育儿的方

法。家长每周在早教中心带着孩子和
小朋友们玩一个半小时，回家则把先
进的育儿理念付诸日常实践。

坐下来静静吃小饼干、水果，然
后把小纸杯扔到垃圾桶，两岁多的小
男孩羽羽 （化名） 结束了亲子活动，
跟着妈妈回家去。三个月下来，他已
慢慢养成了独自进食的好习惯。王岚
说：“每次让孩子吃水果点心，实际是
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
例如饭前洗手、吃东西时不能乱跑、
学会扔垃圾、离开椅子要摆好，等
等。家长由此也能知道，在家不能一
味宠着孩子，要慢慢为孩子立规矩。”

长宁区早期教育中心如今已建立
起覆盖10个社区的早教指导网络，与
妇联、卫计委等部门开展合作，经常
前往社区为居民提供近距离的公益性
早教指导服务。教师朱晓岚说：“有的
社区条件比较简陋，我们就用私家车
把玩具、教具拉过去，老师进入社区
指导。这样就能把我们的育儿理念辐
射到更多家庭。”

长宁区早教中心还不定期举办综
合性科学育儿指导公益活动，以父母
讲堂、专家面询、健康筛查、游戏指
导等形式，为家长带去指导。该中心
还开展“医教结合，促进0—3岁宝宝
及三方带教养者互助发展的实践性研
究”区级课题，以研究带动整体指导
水平的提高。

上海市长宁区：

早教常规化指导科学育儿
本 报 讯 （记 者 倪 秀） 身 为 父

母，偶尔也会对孩子束手无策，这个
时候怎么办？对于成都市武侯区的家
长来说，他们有一个“急救”的方
式，那就是求助于武侯区家长学校总
校的“120工作室”。

“120 工 作 室 ” 以 “ 坐 诊 ”“ 送
诊”的方式解答社区家庭需要及时解
决的问题。目前，该工作室已成为武
侯区解决家庭教育实际问题、帮助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综合性公益服务平
台。2016 年，“120 工作室”解答了
287个家庭教育问题。

“整合辖区教育资源，构建家庭教
育生态圈，是家长总校的目标所在。”
武侯区社区学院院长包余鸿说。为了
构建武侯区的家庭教育良性生态圈，家
长总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展送教
活动和指导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活动。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家长总校在武侯
区 80 余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近 80 个
社区开展了“百堂精品家教”送教活动，
共开展 600余次各类讲座和活动，服务
家长15万余人。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批“家
庭教育实验区”，成都市武侯区目前已
经形成以总校为主体、以中小学 （幼
儿园） 家长学校和社区家长学校为两
翼的“一体两翼”家庭教育实施体
系。除总校外，全区中小学 （幼儿
园） 共有家长学校 222 所，社区家长

学校87所。
武侯区还构建了区域家庭教育的

课程形态。如龙江路小学的“四段五
会”课程，促进了家庭教育在关键节
点上的效果提升，引导家长用儿童的
视角审视当前的教育行为，尊重孩子
的健康情趣，遵循他们的身心发展规
律，与孩子平等对话。而锦城社区家
长学校整合社区各类教育资源，搭建起

“锦城学堂”教育平台，与辖区学校联手
开展了“党史”“亲子”“妇女”等课堂，举
办了“暑期亲子拓展活动”“好家教、好
家风、好家训”等活动，构筑起“上对”家
长学校总校、“下接”居民需求的网络
管理体系。

武侯区目前已经形成“学前、小
学、初中、高中”四个学段的 60 余门
家庭教育课程菜单供家长学校选择，
并积极引导学校因校制宜，逐渐构建
学校分年级家庭教育课程体系和目录
清单。此外，武侯区还统筹协调各类
社会资源，借助区文化馆、图书馆、
青少年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妇
女儿童之家、创客空间等场馆，为不
同年龄段孩子及其家庭提供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武侯区还引入社会组织专
业化服务，目前已创办了“四点半学
校”“阳光学堂”“蒲公英圆梦”“向日
葵成长”“社团活动”等项目，每年提
供专业化、项目化、个性化服务3.1万
人次，为家庭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成都市武侯区：

整合资源构建家庭教育生态圈

暑假接近尾声，家住湖南省
汉寿县涂家段村的曾文愈发怀念
校园生活：那里有背着他玩游戏的
同学，有给他一个人上课的语文老
师刘爱华、数学老师曾佰江，还有
营养美味的免费午餐⋯⋯

“校长，怎么还不开学？我想
吃肉。”假期里，顶着烈日来家访
的缸儿口小学校长曾佰江刚进
屋，曾文便撒起了娇。

“等到开学了，学校天天炒肉
给你吃。”看到撒娇的曾文，曾佰
江赶紧回应。

曾文今年 9 岁，患有一种世界

罕见的先天性肌肉萎缩症，无法长
时间行走，极易摔倒且摔倒后无法
自己起来。“听医生说，这种病极难
痊愈，目前全国只发现两例。”曾爷
爷说，曾文的爸爸智力有问题，妈
妈离家出走多年未归，为给孩子治
病，家里已一贫如洗。

因行动不便，曾文无法正常
入学。在该村蹲点扶贫的县委书
记杨昶了解此事后，当场承诺：

“一定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
经过综合考察，太子庙中学

校长宋冬久将曾文就近安排到缸
儿口小学，由奶奶陪读。考虑到

他家的实际困难，教育局和镇中
学给予他3500元资助，并免除了
祖孙俩上学期间的午餐费。因村
小师资有限，宋冬久又指派其他
学校的老师赶赴缸儿口小学，一
对一指导曾文。

在汉寿，还有一些像曾文这
样因病或因灾致贫的学生家庭。
为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失学，
该县制定了一套教育扶贫机制。
全县21个乡镇街道，全部建立民
间助学机构，定期开展助学助教
活动。以湖南龙阳助学基金为
例，该基金 7 年间奖助师生 1124

人次，金额 339.5 万元。该县还
以教育基金会牵头，陆续推出

“育才行动”“爱烛行动”“园丁之
家”“汉寿最可爱的乡村教师”等
评选表彰活动，发放奖助金共计
1486.16 万元。其中仅 “育才
行动”一项，就资助贫困学生
1914人，共计515.9万元。

“房屋维修、农用物资、孩子
治病等，政府已经为我家投入了
4 万多元，预计今年就能脱贫。”
曾爷爷说，这在以前想都不敢
想，如今孙子有书读，全家有望
奔小康，一切都在变好。

别人嫌假期短，他嫌假期长。在学校备受关爱的肌肉萎缩症小患者曾文——

“校长，怎么还不开学？”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通讯员 高红广

□关注师生暑期生活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实
习生 吴宜芝）“我要造好多
好多的水火箭！让他们全都飞
上天！”凯凯向身边高年级的
小伙伴讲述自己的梦想时，望
向天际的眼睛里闪着光亮，那
是一个大山里的孩子对知识的
渴望。

近日，武汉理工大学“启
智铸材—STEAM 科普教育”
暑期社会实践队带着专业的学
科知识、摄影设备和 STEAM
教育模式，以夏令营的形式，
在保康县后坪镇中心小学为三
至六年级的学生量身定做了一
场为期7天的公益科普盛宴。

夏令营课程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除了日常的课业辅导
之外，还包括“盐水动力车”

“燃烧吧！水火箭”“神奇的水
果电池”等多个实验主题活
动。

“ 盐 水 还 能 做 车 的 动 力
呀？”在同学们好奇的发问
中，实践队给同学们带来“能
源我知道，盐水小飞车”实践
课程。课程伊始，周玉龙老师
从能源分类的角度切入课题，
并启发孩子们就绿色能源与不
可再生能源各自的优缺点进行
思考。

紧接着，周老师直接展示
成品盐水动力车，简单讲解拼
装要点，要求孩子们通过阅读
说明书理解拼装步骤后，组内
合作完成盐水动力车。历经一
个多小时，实验小组陆续完成
组装，更有同学们别出心裁，
对小车进行装饰。

在关于水火箭直观模拟飞
行器升空回收过程的科普课
中，负责授课的成员先进行理
论知识的讲授，以孩子们熟知
的事物进行引导式提问。在老
师完成示范后，孩子们纷纷穿
上实验服，埋头组装，蹦着跳
着为自己发射的水火箭助威。

课程结束时，实践队队员
们 将 水 火 箭 与 国 产 大 飞 机
C919 和航天梦结合，普及热
点时事，鼓励孩子们写下梦想
寄语，随着水火箭一同发射升
天。

“在山村学校，孩子们很
少能接受到科普教育，但这绝
不意味着他们要因此失去学习
的机会，这正是我们实践的出
发点。我们希望让每个孩子的
心里都有科技的萌芽，让更多
的‘火箭’飞出这片大山。”
实践队队长沈涛说。

为山里娃播种
科学种子

暑期趣味运动会

小朋友在进行“不倒森
林”趣味运动比赛。近日，江
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村举
行第三届青少年暑期趣味运动
会，20 多名中小学生在“同
心球”、“不倒森林”、“一圈到
底”、“粘粘球”、“飞碟”等趣
味运动比赛中展开角逐。

石玉成 摄

编者按 家庭教育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说它熟悉，是因为人人都知道其重要性；说它陌生，是因为很多家长还不得家庭教育的要
领。近年来，一些地方优化资源，构建家庭教育生态圈，为家长送去科学指导。今天的这组报道，希望为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朋友带来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