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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考察教育期间,曾和一位
幼儿园老师互动。我们问：“你们如
何处理和家长的纠纷？”丹麦老师居
然听不懂。

我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中
国式问题”，便举例说明：“比如，
如果孩子在学校出了安全事故，家
长来学校闹怎么办？”

丹麦老师很干脆地回答：“没有
遇到过这样的家长。”

这下该我们听不懂了，问：“难
道孩子在学校就没有过摔伤之类的
情况？”

丹麦老师回答说：“我班上曾经
有一个小朋友在教室里不慎把腿摔
断了，家长来了后第一句话是：‘老
师，是我的孩子不小心造成的，和
您没关系！’”

我们听了简直想哭！中国教师
何曾赢得过家长这样的理解与信任？

中国教师所遭遇的，却是不少
（当然不是“所有”,但的确是“不
少”） 家长的种种不信任——

孩子在学校摔伤了，肯定是老
师不负责任造成的。他不信任老师
已经尽到责任。几十个孩子,老师不
可能一一随时守候，他不管，反正
你得看着我的孩子。只要在学校出
了事就是你的全责！

孩子成绩下降了，原因还用问
吗？肯定是教师没有尽心尽力啊！
听说有老师“上课不讲课后收费
讲”，那所有老师肯定都是这样的。
难怪我家孩子没考好，原来老师上
课根本就没有把知识讲完啊！

一些正当收费——伙食收费、
春游收费、校服收费⋯⋯哪怕自愿
且是通过家长委员会出面收费，都
是“乱收费”，肯定有“回扣”。连
给孩子推荐一部好电影，也怀疑老
师和影院有“利益关系”。

开 发 各 种 生 动 有 趣 的 校 本 课

程，组织综合实践活动⋯⋯有家长
不相信这是为了孩子全面发展，反
而认为“不务正业”，影响了孩子语
数外等科目的应试成绩。由于家长
不信任，素质教育无法落到实处。

学校想提高教学效率而给孩子
减负，让孩子有更多的自由空间，
发展其兴趣爱好，培养其创造力，
但有家长却认为是老师不负责任，
甚至还以学校作业少、不补课而把
学校告到教育局！

逢年过节总有家长要给老师送
礼，他不相信有真不收礼的老师。
如果老师拒绝了他的送礼，他会认
为老师嫌送少了送轻了，进而怀疑
老师会冷落他的孩子，殊不知他这
是对正直教师人格的亵渎！

老师改革教学模式，尽量少讲
精讲，让学生走上讲台，指导学生自
主学习，培养孩子设计作业甚至试
题、修改作文等自学能力⋯⋯有的家
长却说：“叫我们孩子自己学，要你老
师干什么？”

新生分班、安排座位、评优选
先⋯⋯不相信学校和老师会民主与
公正 ，总 觉 得 有“ 猫 儿 腻 ”。 而 他
们的评判标准都是以自己孩子为
尺度——只要他不同意，就是“不民
主”；只要他没得利，就是“不公正”。

⋯⋯
如果时间和篇幅允许，这样的例

子我可以继续写下去，源源不断。
不信任老师的家长可能遇到过

不值得信任的老师——的确有不负

责任的老师，的确有以教改为幌子而
放松教学的老师，的确有收礼的老
师，的确有“以教谋私”的老师⋯⋯这
是造成部分家长不信任学校和老师
的重要原因。再往大里说，当整个社
会人与人之间都普遍弥漫着互不信
任的风气时，学校焉能是真空？因此
想让每一位老师赢得所有家长的充
分信任，这是有待实现的“中国梦”。

没有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起码
信任，又哪有真正的教育？

不能因为遇到过一次小偷，便怀
疑所有人都是贼；不能因为你遇到过
不良教师，便怀疑所有教师都是“眼
镜蛇”。作为从业 36 年的老教师，我
可以摸着胸口负责任地说，相比起其
他行业，教师和医生、警察一样，是最

富良知的从业者之一！学校当然也
有败类，但因此而让绝大多数善良、
正直、敬业、智慧的老师背黑锅是不
公正的，一颗颗真诚的教育心却不被
信任，是令人心寒的。

由于不信任，源于“有罪推定”，
不负责任的匿名“举报”成了校长和
老师最大的恐惧，也成了校园最大的

“恐怖事件”！
不久前，一位年轻教师对我说：

“我那么真诚地爱着孩子们，可就因
为年轻，一些家长总是不信任我，
无论是学科教学，还是班级管理，
我怎么做他们都不满意！我对孩子
们宽松一些，他们说我不严格要
求；可我课堂上严厉批评了一个违
纪的孩子，他的爸爸居然给教育局
写举报信，说我伤了他儿子的自尊
心！三年前我刚刚参加教育工作时
的热情现在已经减了一大半，因为
一想起有些家长，我就提不起劲儿
了。有时候也有宏图大志，想在班
级管理和课堂教学方面有一些改革
与创新，可一想到有些家长横挑鼻
子竖挑眼，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每
次面对家长的无端指责时，我都在
心里大声喊：‘家长，我最大的教育
阻力来自你的不信任！’”

这位年轻教师的激愤诉说，值
得每一位学生家长深思。

我想真诚地对每一位家长朋友
说，您那么爱孩子，就一定要爱他
的老师；您那么信任孩子，就一定
要信任他的老师。因为您对孩子老
师的爱和信任，能够转化为孩子对
老师的爱和信任；而只有感受到爱
和信任的老师，才最有热情和智
慧！

既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对人
的热情，对人的信任，形象点说，
是爱抚、温存的翅膀赖以飞翔的空
气。”那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没有对
老师的热情、信任，就难有爱和温
存，教育的翅膀就失去了“赖以飞
翔的空气”？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我最大的阻力来自家长的不信任
李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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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 供图

编辑部：
近些年，很多学校取消了春游——万一带

出去孩子有个闪失，学校负不起责任；取消
了环城赛——谁知道哪个孩子出现了跌倒崴
脚，学校应对不了有些家长；取消了田径运
动会——不小心出现孩子磕碰着了，有家长
常会不依不饶；对抗性的比赛能少就少，担不
起那个责⋯⋯

渐渐地，不仅课外活动变得谨小慎微，我
们的体育课也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但凡可能
有危险的运动最好避免，单杠尽可能不安装，
孩子掉下来怎么办？为了怕孩子们同时下课人
多出问题，有学校让孩子们轮流下课。安全问
题的确是学校天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也的确
束缚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继而影响孩
子们更好地发展。

两个孩子在操场上玩耍，追逐过程中一个
摔倒骨折。原本孩子们都有意外险，学校也积
极帮助调解，但最终却搞得对簿公堂，骨折孩
子的家长追究对方的责任，追究校方的责任，
理由是“摔倒在学校的操场上”。孩子们之间
有了一些小矛盾，本来班主任老师积极帮助疏
导解决，学校也配合出面做工作，但还是有家
长组团气势汹汹来学校，找那个和自家宝贝发
生矛盾的孩子，认为学校处理不够公平，偏袒
对方而让自己家孩子受委屈。

每年都会听到各地有孩子暑期溺水的事
故，发生不幸后家长往往追究学校“安全教育
没做好”；每年都会听到一些意外伤害的事
件，紧接着就有家长到学校追究责任索要赔
偿。学校怎么就成了“无限责任公司”，学生
无论是发生什么事故，学校都要承担责任，这
已成了学校“天大的难题”。谁都不希望孩子
出现安全问题，和事前防范一样重要的是，尽
早建立可以保护学校和孩子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学校开展各项活动及日常管理中，对涉及学
校、教师、学生及其监护人等相关法律责任能
够做出预期和判断。当学生和学生之间、家长
和学校之间出现不同意见或纠纷时，可以引入
第三方机制，还事实真相，给家长一个说法，
还校园一份安静。也希望有更多的媒体引导全
社会尊重教师、尊重教育。

一位基层教师

“天大的难题”怎么解

读者来信

志愿·至善·致青春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志愿文化”育人实践掠影

薪火相传
“铁色”志愿文化

自南京地铁开通以来，每个周末
和节假日，都会有一群来自南京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活跃在各沿线
车站，帮助购票、回答咨询、救助困
难群体。

这是南铁院的青年学子通过服务
他人、奉献社会，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缩影，也是学校 35 载传
承和创新“志愿文化”的生动实践。

1983 年，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成立了“学雷锋铁路服务小分队”，成
为学校志愿服务队伍和志愿文化的发
端。

一路走来，南铁院志愿者人数不
断增多，现已拥有 7000 余名注册志愿
者，并于 2002 年成立了青年志愿者协
会；90%以上的学生参加过各级各类
志愿服务活动，每年寒暑假社会实践
活动中，志愿服务小分队均在 50 支左
右。志愿服务范围也从南京火车站、
南京地铁覆盖至上海铁路部门的铁路
线及工厂、社区，服务主题更是涉及
环保宣传、社会调研、支农支教、铁
路服务等诸多领域，形成了完善的志
愿者服务活动体系，不断催生校园新
风。

在历年的铁路部门春运服务中，
志愿者们任劳任怨地忙碌在通往全国
各地的火车上，耐心细致地服务旅

客，被各地旅客当作贴心朋友；
在南京市义务献血活动中，志愿

者们踊跃参与，连续多年获得南京市
红十字会和市血站的表扬；

在社区活动中，在城市轨道交通
中，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南铁院志
愿者的“红马甲”⋯⋯

在精心组织活动的同时，学校团
委还积极地凝练文化因子，形成了以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精神内
核的“铁色”志愿服务文化，“无志愿
不青春”的理念更是得到了学生的广
泛认同，在南铁院就读期间没有参加
过志愿服务活动，会被认为是“最大
的遗憾”。

与此同时，学校还立体化建成校
园网络“微平台”体系，以学校宣传部
的“铁小微”和团委的“宁小铁”两大
新媒体平台为主力，及时推送、发布各
类志愿服务活动计划，发表学生志愿
服务征文，宣传志愿者先进事迹；并
充分发挥 PU 平台功能，开展团员青年
培养、交流互助活动，助推志愿服务
活动开展。

现如今，“志愿文化”已成为学校
实践育人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建设的重
要品牌，在学校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涌现出了以刘树颖、刘猛
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志愿者，其优
质、高效的服务和先进事迹，多次被
各主流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发强烈
反响。学校的青年志愿者协会荣获

“江苏省青年志愿服务行动组织奖”荣

誉称号；“让地铁传递爱”志愿服务项
目荣获“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
目”荣誉称号；万里、朱稚斌同学荣
获“江苏省优秀青年志愿者”荣誉称
号；运输管理学院荣获全路“春运优
秀青年志愿者组织”称号。

运输管理学院小甜橙志愿服务队
荣获 2018 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春运

“暖冬行动”优秀志愿服务团队。在团
铁 （2018） 6 号文“全国铁道团组织
关于 2018 年全路春运立功竞赛的表彰
决定”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被评为
全路春运立功单位。

校地企合作
铸就实践“熔炉”

在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团委负
责人林松看来，“社会实践是青年学生
练就过硬本领的‘大熔炉’，要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必须坚
持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必须为学
生参与社会实践创造更多的机会，提
供更好的条件。”

科学务实的育人理念为南铁院青
年学子的成长成才道路标注了鲜明的
时代坐标和基层导向，为培养适应时
代发展要求的铁路人才打下坚实的基
础。

学校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
和系统内的资源优势，立足轨道交
通，组建“铁路志愿服务团”，明确提
出“精心、专业、奉献”的宗旨，并

将其诠释为“精心的服务态度、专业
的服务标准、奉献的服务境界”；同
时，创新提出“满足运输生产需要与
提高学生职业技能相结合、弘扬雷锋
精神与提高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相结
合、传播先进文化与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相结合”的“三结合”育人理念，
教育引导学生在志愿服务中提高职业
技能，提升思想道德水准，提高综合
素质。“铁路志愿服务”现已成为全校
广大学生的必修课，提高职业技能和
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实现高职毕业
生到就业岗位零衔接的不可或缺的重
要手段。

学校“铁路志愿服务”的经验做
法受到同类院校普遍好评，并被广泛
借鉴，中国铁道出版社与学校共同编
撰的“铁路志愿服务”相关书籍也即
将发行；“春运志愿者在行动”“让地
铁传递爱”等志愿者项目多次得到媒
体报道和上级表彰；春运和黄金周等
运输繁忙时节，南铁院志愿者忙碌的
身影更是成为旅客们眼中一道亮丽的
风景。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校地合作，打
造了由高校、驻地街道以及相关企业结
成的“团建联合体”，实现资源共享。

学校与浦口区团组织、轨道交通
相关产业团组织共同成立青年工作协
调委员会，形成了“1+1+1 （高校、
企业、街道） ”共建模式，紧紧围绕
共青团工作的“四项基本职能”，以

“区域联动、优势互补、注重实效”为
原则，通过组织共建、活动联办、制
度共商、人员互动等途径，在基层团
建、青年就业创业培训、志愿服务等
活动中形成区域共建联动效应。

2010 年，学校和南京站签订了共
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协议，逐步实
现了“三覆盖一健全”，即志愿服务活
动覆盖春运、暑运和法定节假日，覆
盖车站客运工种所有岗位，覆盖全体
在校学生；健全志愿服务活动的培
训、管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
机制。2012 年，学校进一步和南京站
签订了教学基地建设协议，“铁路客运

服务技能”课程完全在现场教学，由
教师和师傅共同指导学生学习，共同
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育人成效显著提
升。目前，学校已与镇江站、无锡
站、徐州站、杭州站等签订了教学基
地建设协议。

此外，学校还积极携手金陵图书
馆、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图书馆等
单位，让开阔眼界、服务社会的“第
三课堂”成为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

立德树人
激昂奋斗动力

“志愿服务是传递爱心、传播文
明、贡献社会的重要途径。一系列实
践证明，志愿服务活动越活跃，青年
学生的奋斗动力就越强劲，人才的培
养质量也越过硬。”南京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钱吉奎感慨地说道，“志
愿服务活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个体素
质，也升华了学校‘技道并进、知行
合一’的教育教学理念。”

自 1983 年成立“学雷锋铁路服务
小分队”以来，学校不断推动志愿服
务活动的项目化、基地化、规范化、
社会化，先后建立了南京站、南京地
铁、鼓楼区燕江园社区等校外志愿服
务基地；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推
进 大 学 生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育 人 机 制 。
2015 年“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工
作，共组建了 35 支校级团队，涵盖科
技支农帮扶团、教育关爱服务团、美
丽中国实践团等 8 个方面，其中，实
践考察“中亚班列”和“红色记忆”
两支小分队分获团组织“丝路新世
界·青春中国梦”和纪念抗战 70 周年
专题社会实践、全国大学生“圆梦中
国”暑期实践季专项行动立项。

青年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的深入
开展，有力地助推了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一方面，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发生
了明显变化，通过专业知识培养与感
恩教育、励志成功教育、诚信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等

密切结合，实现了学校人才培养从
“单一技能型”向“复合人才型”的转

变。另一方面，“实践育人”理念也得
到进一步深化，实践动手能力成为人
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学校重新审订了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从思想道德
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素质、技
能素质和拓展素质五个方面衡量人才
培养质量，强化学生关爱社会、奉献
国家的责任感培养，成效十分显著。
学生的精神面貌昂扬向上，人际交往
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知识运用能力
得到强化，综合素质有了较为明显的
提升。

2013—2017 年，南铁院文理科招
生录取分数线连续 5 年位列江苏省高
职院校之冠。

“十二五”期间，学生获得省级以
上竞赛奖励500多人次，包括江苏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13 项，国家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5项，连续 5 届
获得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

据麦可思调查报告，南铁院毕业
生就业竞争力已连续 6 年保持江苏公
办高职院校前三名，企业对毕业生满
意度达到 95%以上；铁路专业毕业生
更是遍布全国各大铁路部门，在行业
和系统内有着极高的知名度与美誉
度；用人单人一致评价南铁院的毕业
生“思想品质好、专业技能强、职业
素养高”。

学校更是接连荣获全国高职院校
服务贡献和国际影响力“双 50 强”、
全国职业院校就业竞争力示范校“30
强”、江苏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单
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突出贡献
奖、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高校毕
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等诸多荣誉称
号。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起扬帆正当时。
相信，由“志愿服务文化”铺染

的“铁色”青春，必将成为南京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青年学子记忆中永不褪
色的光彩，弥足珍贵的人生财富。

志愿，至善，致青春。
（王丽英）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长期以来，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努力培养具有“家

国情怀、工匠精神、铁路基因”的技术技能人才，创新将“志愿服务文化”融于人才培养之
中，引领广大青年学子在用心感知、以爱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志愿服务中健康成长；在

“三结合”实践育人理念中砥砺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彰显出学校志愿服务文化的强大育人活
力，更彰显出学校对教育“至善”境界的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