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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愿加入妈妈班，配合学校
和老师的工作。”这是山东省德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付庄小学一年级三班
许鑫滨的妈妈许洪雨在加入妈妈班时
写的誓言。两年后，许洪雨说，她对
当时的承诺和被选入妈妈班感到庆
幸，妈妈班使许鑫滨的学习成绩快速
提升，性格也变得积极向上，这让她
很欣慰。

组建妈妈班
破解外来务工子女教育难题

“妈妈班的成功给了我更大的动
力 。”付庄小学校长乔连杰高兴地
说。但在两年前，地处城区边缘的付
庄小学因生源结构复杂，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占比高，面临着学生父母文化
素质低、对孩子关心少以及学生学习
习惯差等问题，让乔连杰压力很大。
为扭转这一局面，2016年，学校主动
承担德州市教育局的“妈妈班”试
验，通过“妈妈培训、妈妈陪伴、妈
妈参与”等方式开展家校共育活动，
让妈妈更多地参与到孩子成长中来。

“最初认为孩子上学后就交给学
校和老师来教育，其他都无关紧要。
现在经过专家的培训，我才懂得什么
是真正的家庭教育。”学生家长祁莹
莹在参加完学校组织的专家培训后兴
奋地说。2017年，付庄小学定期组织
专家对妈妈班的成员进行家庭教育培
训，并通过微信、直播等方式加强与
专家日常的交流互动，使妈妈们形成
家庭教育共识，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
理论知识。

付庄小学还成立了家庭教育课题
组，组织教师研究家庭教育知识，辅
导妈妈教育孩子的技巧和方法，解决
妈妈们身边发生的问题。每个学期，
学校组织系列活动，让妈妈们聚集一

起交流自己孩子的表现。妈妈陪伴孩
子完成作业，陪伴孩子读书，陪伴孩
子做家务劳动，做好孩子的榜样，营
造温馨家庭环境，让孩子们养成良好
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一系列活动让妈
妈们从教育旁观者变身为参与者，孩
子们也因为多一重关注和引导，开始
主动向优秀靠拢。

实践家道阅读
妈妈更多参与孩子成长

“ 好 玩 的 太 空 泥 ”“ 神 秘 的 蜘
蛛”⋯⋯这是由左力扬的妈妈给孩子
们上的两堂手工课。付庄小学每月都
会组织“妈妈当老师”的系列课程。

“我们通过让妈妈当老师、义工，参
加班级活动，更好地发挥了妈妈们的
特长和职业技能，学生也因为妈妈的
参与而对学习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乔连杰说。

2017 年，付庄小学又开始在妈妈
班内实践家道阅读。“家道阅读就是以
家庭为阅读主体，亲子共同参与，通过
营造家庭阅读氛围，来培养孩子的阅读
习惯。”付庄小学语文教师石丽丽介绍
说，家道阅读实行的是“4132模式”，即
通过确定每天亲子共读 30 分钟、每周
完成一篇读书笔记、每月参加一次年级
读书论坛、每学期进行“阅读之星”“阅
读家庭”评选等 4 个阅读活动节点，激
励学生每月阅读一本读物，通过文本阅
读、内容体悟、成果展示等 3 个环节提
升学生阅读能力，培养家庭良好的阅读
习惯和形成良好风气等两个目标。

“通过践行家道阅读，让阅读成
为拉近妈妈和孩子最好的媒介，也让

妈妈和孩子在阅读中共同成长，效果
很好。”乔连杰说，“妈妈班”系列实
践不仅解决了农村校面临的一系列问
题，还创新了家校共育的实践方式。
通过妈妈更多的参与学生成长，学生
的学习时间由在校 6 小时延伸成 24 小
时的全时教育，学习空间也由学校单
一场所变成了包括家庭、社会在内的
全空间教育，教育内容也由单纯的知
识技能培养，拓展为全面育人的全能
教育。“妈妈班”在全省范围内产生
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让付庄小学焕发
出新的活力。

成立协作互助组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德州市乐陵朱集镇中心小学是一
所距离城区较远的农村小学，留守儿
童问题突出。“我们很多留守学生出现
了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有
的开始厌学，处在辍学的边缘。”朱集
镇中心小学校长李明说。由于留守儿
童与祖辈生活在一起，长期被溺爱，还
多少存在习惯养成教育缺失、自律性
差等问题。为此，朱集镇中心小学于
2017年成立了协作互助组，“互助组就
是多个家庭成立联合组织，将孩子集
合在一起，在相同时间里一起学习、展
示、游戏、成长。”乐陵市教育局局长韩
文龙说，协作互助组从根本上解决了
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让学生在团结
互助中养成良好的习惯。

协作互助组是在家校交流会上自
由组合而成，同时确定互助的时间、地
点、内容和导师，按照规定的目标引领
学生。“在互助组里，我是学长，带领弟

弟妹妹学习，很自豪。”朱集镇中心小
学四年级学生王钥瑶说。

王钥瑶所在的学长型协作互助组
是基本的互助组形式，由一个年龄大
的学生带领几个年龄小的学生共同活
动、协作互助。为了适应不同学生的
特点，乐陵市还探索出从乡贤中挑选
爱心人士对留守儿童进行技艺教授的
导师型协作互助组和由辅导机构对孩
子进行辅导的购买服务型协作组等多
种方式，都得到了老师、家长和学生的
认可。

五年级学生刘子豪的妈妈开心地

说，孩子特别愿意参加协作互助组的
活动。在互帮互助中，孩子发现了自
己的优势和其他同学的长处，学习更
有劲头了，明白了“三人行必有我师”
的道理，孩子的进步太明显了。

通过付庄小学妈妈班和朱集小学
协作互助组的试验，德州市已经探索
出行之有效的农村学校家校共育形
式，形成了有效解决外来务工子女及
留守儿童问题的经验，并在全市推广，
使之成为促进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

“金钥匙”。
（作者单位：山东省德州市教育局）

“妈妈班”协作互助共成长
——山东省德州市农村学校家校共育实践探索

贾荣耀

洛阳晚报教育周刊微信号报道：
在江苏盐城，一个 12 岁的孩子弄坏
了茶馆里的物品，想让妈妈替他赔
偿，妈妈可能言语上没有随孩子的
意，孩子当场就对妈妈动起手来，还
使劲掐妈妈的脖子。

这背后其实是家庭教育出了问
题，80 后的父母大多是独生子女，从
小都被宠着、惯着，小时候任性，长大
后更加任性。可能孩子的爸爸就是这
种人，就是这样对待孩子的妈妈，孩子
从小就被家长影响坏了。也可能是孩
子的爸爸长年在外打工，家庭教育的
缺失造成了孩子无法无天的个性。

世上没有天生就懂得礼仪、孝顺
父母的孩子，所有的孩子一生下来就
有自私自利、为所欲为的天性。父母
要认识到，自己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自己的所作
所为对孩子影响极大，首先夫妻间要
彼此尊重。

孩子性子一上来，大人讲再多再
正确的道理他也听不进去，此时必须
采取适当而强制的措施，遏制住孩子
的蛮横与无礼，让孩子敬畏纪律规
矩。父母决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肆意妄
为、无法无天，该采取严厉办法时绝
不能姑息迁就，必要时适度打两下也
无可厚非，想方设法遏制住孩子越来
越疯狂的牛脾气。当然，惩戒教育要
适度，不能把孩子当“出气筒”。

在一次次的较量中，让孩子明白
规范、法律、纪律是必须遵守的，现
在不明白无关紧要，长大后肯定会明
白。一般来说，只要 20 岁以前孩子
比较懂规矩，不出大乱子不闯大祸，
以后这种可能性就极小了。实际上，
孩子长大后对老师、家长的做法都会
予以理解的，有的孩子悬崖勒马成了
才，往往对大人感激不尽，记恨大人
的孩子几乎没有。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市宜阳
县香鹿山镇赵老屯小学）

惩戒教育
要起作用

刘根旺

微评

优秀案例

亲子同游学亲子同游学，，妈妈当导游妈妈当导游。。 石丽丽石丽丽 摄摄

几乎所有开展家校合作工作的学校都在轰轰烈烈开展志愿者活动，但不
少地方却遭遇到学校“热”起来、家长还没有的尴尬。山东德州的家校合作
实践在激活家长参与潜能、满足家长多样化、个性化的参与意愿上有所创
新。希望更多的学校能兼顾家校合作为学校和为家庭服务的功能均衡，根据
家长实际情况和家庭教育的具体需求设计志愿者活动，提高活动质量，考虑
到不同群体家长技能特长，面向不同家庭、儿童提供个性化支持和服务。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吴重涵

“教育的本质在于唤醒生命自觉”

走进东湖路学校，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绿
色生态乐园，映入眼帘的是现代庭院式建筑设
计、花园式的校园格局，樱花、紫荆、红枫、
桂花、月季、玉兰等50多种花草树木散布，花
香四溢，绿树掩映，幽、雅、美相得益彰。教
学楼外侧的空中弧形绿化带，遍布着绿意盎
然的爬藤植物，使师生感觉到楼在花簇、人在
林中。

教学楼旁，有一块“开心农场”——一年
级孩子们种的辣椒苗才冒尖，二年级孩子们种
下的莴笋和白菜长势喜人，三年级孩子们种的
茉莉已经开花了⋯⋯读书声、乐器声、歌声、
欢笑声，不绝于耳。

“以情景育人，以关怀沁润生命，帮助生
命 回 归 原 生 态 ， 如 此 才 是 回 归 到 教 育 的 本
真，”张宜新说，“我们追求的就是于无声处，
于点滴间，让校园散发出简约精致的现代化文
化芬芳，滋养每一个鲜活生命，唤醒起个体生
命的自觉。”

东湖路学校是一所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学
校，有 70%学生是非本地户籍人口，生源多样
且质量参差不齐。基于各项限制条件，张宜新
摸索出立意高远而又独具特色的“乐雅”教育
体系，“以乐学启智、以雅行养德”，尊重学生
的差异性与成长规律，引导其走向自我学习、
自我激励、自我管理，追求德商、智商、情商
潜能的发现与和谐发展。

学校创建之初，教师结构水平不一的问题
也十分明显，如何促进教师队伍的全面发展便
成了首要问题。学校 构 建 “ 乐 雅 ” 管 理 体
系 ， 在 夯 实 制 度 管 理 的 基 础 上 转 向 文 化 管
理，建立校本能力资源管理体系，关注工作
过程和细节，并创造条件让全体教职员工参
与学校各项工作管理之中，增强教师队伍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管理的规范化、精细
化和人性化。

“教师看病不算请假；女教师过了 50 岁、
男教师过了 55 岁，可不再担任班主任；教师
孩子如在中考和高考阶段，教师在无课时可提
前下班为孩子做饭”⋯⋯这里始终荡漾着人文
精神，张宜新的目的，是让所有教师对教育充
满感激之情，对教师职业充满敬畏精神，自觉
进入教育人生追求状态。

建校伊始，只有张宜新和另外一名副校级
领导是高级教师，现在 13 人拥有中高级职
称，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成为各级名师，在国
家、省市区级平台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例如江
夏区十大魅力教师张婷婷、龙芬，市优秀青年
教师吴又莲、花绍红、程琦，区十佳班主任夏
伟兰，赏识教育践行者罗春香等，可以说是名
师群聚，人人蓓蕾绽放。

随着“乐雅”教育理念的生根发芽，学校
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在江夏区目标考核测评
中连续 4 届综合排名名列前茅，成为武汉市的
一流学校。2013 年，时任国家教育部门领导来
到学校考察后感叹，“在国外也是一流的”。

“学习的驱动在于激发兴趣”

“老人皮帕诺把一块能哭会笑的木头雕成
木偶，并把取得生命的小木偶当成儿子。老人
卖掉上衣，供儿子上学，可是小木偶一心贪
玩，为了看戏不惜卖掉课本⋯⋯”在每节课的
最后 5 分钟，语文教师罗春香都会给学生们讲
一个故事，以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不少学生的胃口就这样被吊了起来。经过
长时间的推广，在休息处，在课间，总有一大
帮孩子捧着老师没讲完的书读得津津有味⋯⋯

“学习是学生本身的自主活动，一切教育
影响只有通过学生自身的积极活动才能转化为
学生内在的精神财富。要达到这种理想教育，

秘密就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罗春香说。
为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校围绕

“乐雅”教育理念，搭建多层次平台，以“模
式创建、专家引领、梯队培养、师徒结对”为
抓手，构建“自主探究合作发展”教学模式，
强调在丰富学生知识积累的同时，塑造学生健
康人格，完善学生健康认知，实现以人为本的
新型高效课堂。此外，学校“以课堂教学为主
渠道，以艺术教育活动为载体”，实施体育、
艺术双品牌战略，着力打造博雅课程、志雅课
程、艺雅课程、体雅课程等四大校本课程体
系，即经典诵读课、核心价值观教育课、艺术
特长培养课、快乐体育课，让孩子们能在“玩
中学、学中玩”。

舞蹈、书法、葫芦丝、京剧、古筝、剪
纸、田径、两操一舞⋯⋯琳琅满目的课程满足
了学生的多样性需求，考试成绩不再是自我满
足和成就感的仅有来源。不久前，东湖路学校
六 （6） 班学生皮跃宇作为湖北省 3 名选手之
一，到北京参加“汉字英雄”听写比赛，以优
异的表现赢得评委于丹的称赞。二 （7） 班学
生曾令闻，在省级比赛中用废旧纸盒 DIY 制作
的环保作品，得到大众评审和专家评审的一致
称赞，被评为首届“长江之星”，获得为期两
周前往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美
国知名高校参观游学的机会。

像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每名学生都有一
项自己的体艺特长。在“乐雅”教学课程模式

下，东湖路学校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办学成果
——教学质量在江夏区年年名列榜首，艺术体
育也从不落下：2013 年，校歌 《让梦想飞翔》
荣获武汉市校歌最佳创作奖；2014 年，区“大
家唱 大家跳”艺术教育展示荣获小学组一等
奖；2015 年，乒乓球比赛教师团体赛区级夺
冠；2017 年，教师工间操比赛荣获市级一等
奖；在刚刚落下帷幕的区级田径运动会上，东
湖路代表队荣获小学 A 组之冠⋯⋯

“乐雅教育真正使校本课程有了灵魂，学
校将课程目标与培养目标有机结合，将课程理
念与办学理念有机结合、将课程特色与学校特
色有机结合，使得课程文化最终走进学校文
化，引领了学校的文化发展。”张宜新说。

“营造让学生长久发展的桥梁”

“每天上午 10 点的课间操时间，在教师的
引导下，近 3000 名学生自觉遵守纪律，井然
有序地走进广场，丝毫不显凌乱。”在“乐
雅”教育理念中培养起来的学生，不再是传统
意义上的教育管理对象，而是成为拥有更多自
主性和能动性的“小主人”。

近年来，东湖路学校为了营造“乐雅”德
育氛围，制定了德育组织网络化、德育队伍专
业化、德育评价科学化、德育资源最优化 4 个
目标；并致力于素质教育特色学校的创建工
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视青年干部的选拔

和培养；努力办好家长学校，成立家长委员会
加强家校之间的交流，开展以“文明礼仪伴我
行”“以俭养德”等为主题的多彩活动。

“对学生德育的建立，要从细节处入手，
注重民族精神、文明礼仪和习惯养成三个层面
的教育，按照‘统筹安排、循序渐进、分年实
施、务求实效’思路进行管理指导，这是学校
办 学 的 根 基 ， 也 是 学 生 生 命 活 力 迸 发 的 源
泉。”张宜新说。

学校针对各学段小学生身心成长特点，通
过不同形式开展心理咨询、社会实践等活动。
比如每年都会举办以“吟诵经典、品味书香”
为主题的经典诗文师生诵读校本研修活动，活
动规定每学年春季开展“诵经典、庆六一”比
赛活动，秋季开展“迎中秋，诵经典”比赛活
动，学生早自习的前 10 分钟为经典诵读时
间，教师每两周召开一次诵读探讨活动。

不仅如此，学校还定期安排学生到江夏区
福利院、花山社区做清洁工作，净化校园及周
边环境，增强学生的公益与环保意识；开展安
全知识的演练活动，增加学生安全教育的学
习；举办各类演讲和讲座活动，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社会荣辱观，为其终身发展奠基。

“不只是学生个人德育的养成对其今后起
着重要作用，教师的素养对学生也有很大的影
响。”该校政教主任周春华说：“我们会定期对
德育工作人员和班主任进行专业系统的培训，
强化教师师德。自邱腊梅成为全区首个德育名
师工作室的导师起，学校共诞生了田桂枝、秦
金兰、朱小霞、张芬等 20 多名市区级别的先
进德育工作者和专家型人才。”

为加强教师跟家长之间的沟通，东湖路学
校还专门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
育网络，定期举行校园开放活动，让家长可以
深入课堂听课；每学期召开一次家长会，有针
对性地向家长汇报学生的综合素质；定期进行
家访工作，让教师和家长能从根源上了解并解
决孩子存在的问题。

张宜新说，截至目前，学校陆续获得“全
国科普示范区先进学校”“省级节水型学校”

“市级廉政文化示范校”“武汉市小学素质教育
特色学校”“武汉市园林绿化学校”“武汉市绿
化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150 多项。

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东湖路学校正阔步
前行⋯⋯

（何宗兴）

让学生拥有绚丽的七彩童年
——武汉市江夏区东湖路学校“乐雅”教育智慧育人

2010年，武汉市江夏区中小学校“大班额”问题
使得原有教育生态不堪负载，东湖路学校应运而生。

8 年来，白手起家的东湖路学校完成了华丽蜕
变，学生数由办学初的 900 多名发展到近 3000 名，学
校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会议室的墙壁上挂满了
密密麻麻的奖牌，其中不乏“全国综合实践活动‘十
二五’重点课题研究实验基地校”“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示范校”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作为一名临危受命的校长，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
出自己的名校孵化之路？面对疑惑，张宜新一口道出
了东湖路学校的办学“法宝”：“以‘乐雅’教育为切
入点，着力打造一所‘乐雅’教育特色的现代学校，
为学生的幸福成长奠基，为教师的人生事业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