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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查微调查

“母亲就像只喜鹊，整天对我叽
叽喳喳叫个不停；父亲就像袋鼠，每
时每刻把我保护在他的育儿袋中”

“也许你们认为成绩差的孩子一定很
坏，但是你们错了”“希望妈妈不要老
是看手机，多和我交流交流”“父母应
该多花些时间听我说话，你们说的也
许都对，但我也要有自己的观点”“父
母也应该好好学习，毕竟时代在进
步”“我犯错时，你们能不能听我解释
解释再发火啊？”“希望爸爸少抽烟少
喝 酒 ，最 起 码 喝 多 了 以 后 别 发
疯”⋯⋯

这些孩子的心里话来自某中学
初三的 83 名学生。本次调查采用开
放式作文的形式，要求写真实发生的
事、说出心里话，要写出对父母的期
望。孩子们非常认真地配合了调查，
他们从不同角度说出的心里话，对作
为“供给侧”的成人提供了反思和改
革的宝贵“镜子”。

只有好成绩才能换到爱

本次参加调查的初中生，家长大
多是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和少量
的外来务工人员，学历水平在高中及
以下的约占 95%以上，属于低学历、
低收入的家长群体。

经分析计算，83 名孩子中有 52
名对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满意或基
本满意，约占 63%，他们对父母的正
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能体会出父母
的爱。正像一名学生所写的：“我极
力反抗，就像在悬崖下的垂死挣扎。
后来我才懂得了妈妈对我的爱就像
雄鹰对子女的爱一样，将其从悬崖上
扔下，才能让它们学会飞翔。”

在这 63%的孩子眼中，只有少部
分家庭的教育行为是有意识、有规划
的，但是方法简单粗暴，体现为基本
上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具体行为

就是陪着孩子做作业、督促孩子做作
业、辅导孩子做作业，成绩好了就奖
励、成绩不好就惩罚。只有极少数学
生表现出对父母的敬仰和感恩之情。

虽然也有家长以理性的态度对
待孩子的学习，但帮助孩子分析并提
升的能力明显不足。只有三名同学
提到父母有过诚信和礼仪方面的教
育，全面的素质教育几乎无人提起。

暴力和漠视替代了尊重

有 31 名学生表示对自己的家庭
教育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约占被调查
人数的 37%。不满意的原因基本上
集中在暴力、专制、酗酒、漠视、离异、
家庭不和睦等方面。

“我永远记得我刚学会珠心算
时，我激动地从桌子上随手撕下一张
白纸，准备向父亲展示我的神功。父
亲有劲的大手抽到了我的脸上，我的
大脑就像那张纸一样一片空白。父
亲吼道：‘谁允许你乱碰我的笔记
本？’我在母亲的怀抱里哭了一下午，
父亲没有道歉，我也没有道歉。从此
我远离父亲的一切东西，包括父亲本
人。”

“我爸妈吵架总是拿我的学习成
绩说事，有时候还会请我吃一顿‘皮
带炒肉丝’和‘擀面杖’。”

“烟雾缭绕中，一地烟头，满屋烟
味，让屋内学习的我烦不胜烦。我
说：‘爸，你能不能少抽些？’爸爸把眼
一瞪：‘还想管老子，反了你了！’”

以上几篇作文摘选，反映了不同
家庭孩子的成长环境和家教的缺
失。

有一篇 《父母对我的影响》 让
人读起来很是寒心：“从小到大没在
我身边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是影
响，一直在外打工。三个字：不！
会！写！”文章从头至尾加上标点符
号不到40个字，还全是语病。这40
个字，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孩子对
父母的怨、恨和无奈，反映出他的
家庭教育完全缺失的现状。

有些孩子说自己平时有话没地
方说，说了也没人认真听，听了也未
必能得到理解，甚至还可能因此被父
母误解，再次引来拳脚加身。在这些
孩子眼里，他们的父母“很暴躁”“爱
发火”“脾气很奇怪，像个火药桶一
样”“我爸爸是个暴君”“爸妈一般根
本不听我解释就大发雷霆”⋯⋯

家长普遍沉迷网络

尽管这批孩子的家教现状让人
心情沉重，但本次调研也发现了一个
可喜的现象，那就是学生的价值观、

是非观非常端正，对于家长言行不
一、失信失规等不良行为，流露出高
度不认同。

“我最不喜欢我妈妈不遵守社会
规则，红灯时过马路是常事，拉都拉
不住。我就是不跟她过去，要不我这
10年书不就白念了吗！”

“我妈就是爱占小便宜，我生病
住院时，护士将一把镊子落在我的病
床上，妈妈就把它带回家了。我问她
为什么这么做，她说我缺心眼!我认
为这是错的，与我是不是缺心眼没有
半点关系。”

“妈妈总是教导我不要沉迷于网

络，但有时我半夜两三点起来上厕
所，看到她还在‘孜孜不倦’抱着手机
打游戏，而且她玩游戏一次要用三四
个手机⋯⋯我就希望我妈能改掉沉
迷网络这个坏毛病。”

从孩子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
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是父母的思想
观念显然没有跟上城市精神文明的
进程，文化素养也没有随着城市文化
教育而发展，思想深处仍然残留着农
耕社会的糟粕，比如男尊女卑、多子
多福、粗暴专制等。

这些孩子不是留守儿童，但是他
们中有的人所受到的漠视却胜于留
守儿童，有些父母既不善于言传，更
不严于身教。同时，他们家庭的生活
并不富裕，父母大多忙于生计，辛苦
劳累，暴躁不安，情绪不稳定，无形之
中也会给孩子不安全感、恐惧、愤怒
等负面影响。

83 名学生共对父母提出了 169
条期望或建议，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希
望家长能够多陪伴和交流，关注和理
解孩子的内心。很多孩子期盼父母
尊重他们，不要太暴力。部分孩子希
望父母不要过分沉迷网络、要换位思
考、少抽烟喝酒、不要施加太多学习
压力等。

可见，“陪伴”是这些孩子的最
高需求，“家暴”是他们的最大痛
苦，“尊重”是他们的迫切愿望。父
母提高综合素质，变得学习进取、
诚实守信、生活健康，是他们的美
好期盼。

值得注意的是，往常的调研中，
一般是家长对孩子沉迷网络或手机
感到万分焦急、痛心疾首。但本次调
研中家长沉迷于网络好像成了较普
遍的问题，在孩子最关注的问题中高
居第三位，高于“抽烟、喝酒、打麻
将”。

总之，这一类型的家长群体仿佛
成了家庭教育研究、普及推广和宣传
培训的盲区，应该加以格外的关注和
重视。

（作者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听听初三孩子的心里话
黄琦

成功的家庭都很相似，不成功的家庭各有
各的问题。这些学历层次低、工作不稳定、生
活不富裕的多子女家庭，与重视家庭教育但不
知如何教育的家长群体相比，他们在家庭教育
方面无意识、无能力、水平低，更需要引导和培
训，否则城乡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子女的
教育差距会越来越大。从不同家庭走出来的
学生之间素质落差加大，严重影响教育均衡，
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平。

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
见明确指出，“教育孩子是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的法定职责”，但这些家长群体中的很多人坚
定地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他们的责任
只是为孩子提供生活必需。明确家长在家庭
教育中的主体责任，是提高认识、提升能力的
前提。建议政府和社会各方承担起家庭教育
的牵头责任，将家庭教育指导组织机构办到
社区、农村，真正办好家长学校，组织家长系
统培训，明确他们的职责，提高他们的素质，
推动家庭教育理念日益深入、能力逐步提升。

同时，学校应该更多关注学生的家庭教
育问题，充当家长和孩子的桥梁，这也是学校
应肩负的社会责任。本次调查发现，学生对
家庭教育的满意度与其学业水平明显呈正相
关，那些对父母教育不满意的学生，学业水平
都在中下等层次。所以，学校重视家庭教育
并采取有效手段提高家长家庭教育的认识和
能力，也是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有效手段。

除了开办家长学校，有针对性地定期或
不定期地举办讲座、报告或家长培训会，普及
家庭教育知识，获取家长的认可和支持以外，
学校要格外重视发挥“离家长最近”的班主任
的作用，在班主任业务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
的内容，使他们成为懂得家庭教育的专家。
班主任可以利用网络手段开辟家庭教育专
栏，介绍家庭教育类的相关文章和经验，主动
与家长交流，既对家长起到影响和引导作用，
又能在了解学生家庭教育背景的基础上因材
施教，在教育教学上事半功倍。

班主任（最好包括任课教师）要开好每一场
家长会，可以在学生中进行类似的调查，将单纯
的成绩分析会开成有学生意见反馈、有家庭教
育情况沟通、有经验介绍或专家讲座的学习分
享会，相信家长会更欢迎，指导也会更有实效。

（作者单位：山东省教育厅）

班主任是最近的
家庭教育专家

王大可

万彦圻 绘

微评微评

杨凌职院

提升服务社会能力 彰显职教富民担当

作为具有84年办学历史的高职院校，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在社
会服务方面有着优良传统。特别是近年来，杨凌职院以“建成国
内一流，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高职名校”为奋斗目标，恪守“明
德强能 言物行恒”的校训，弘扬“诚朴 勤奋 求实 创新”的校风，
坚持“照准目标，矢志不渝”的学院精神，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始终
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从减免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学费，到建立10县（区）职业农
民培育学院、开设我国首个农民全日制学历教育班、成立水利特
色订单班，再到结对帮扶宝鸡市太白县、麟游县和咸阳市旬邑县3
个贫困县⋯⋯杨凌职院立足自身优势，紧抓西部地域特点，因地
制宜，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切合自身特点的
办学新路子。

赴三门峡市灵宝市实地考察红啤
梨，在西安市蓝田县讲农产品市场营
销策略，为咸阳市乾县残疾人、旬邑
县农户作实用技术提升和苹果栽培管
理关键技术培训，到榆林市榆阳区举
办果树产业致富带头人暨 110 服务培
训会⋯⋯这个暑假，杨凌职院教授马
志峰依旧很忙，虽然几乎没有休息，
但他感到很充实。

除了马志峰，杨凌职院还有许多
农业专家教授利用暑假时间，深入田
间地头开展科技服务，解答农民在生
产实践中遇到的技术难题，为农业发
展、农村繁荣、农民致富出点子、指
路子。

为突出农业职教的办学特色，持
续服务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杨凌职
院不仅选派教师深入杨凌各镇 （办）
开展科技包村及实用技术推广工作，
还依托科研推广项目，在合作的 50
个企业中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在杨
凌、彬县、凤县等地建立了 11 个实
践教学、科研推广、生产示范“三结
合”基地，在宁夏吴忠市孙家滩建立
了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和现代农业综合
开发区教学实训基地，做到了农民增
收致富和学生在生产实践中学知识、

长才干两不误。
彬县基地是杨凌职院建立较早的

产学研示范基地。自 1984 年以来，
该院一些专家教授经常带着课题到田
间地头、进村民家中，了解群众的真正
需求，围绕当地特色产业项目服务群
众，先后建立了彬县农业科技服务中
心和旱作农业、生态农业、设施栽培、
优果工程、新品引进等 6 个专业示范
区，同时引进名、优、新、特优良品种，
试验、示范、推广农业高新实用技术，
使不少群众手上的“土疙瘩”变成了增
收致富的“金疙瘩”，有效推动了全县
农业及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产业薄弱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
“老大难”，只有培育富民产业，才能

让农民持续过上好日子。多年来，杨
凌职院充分运用与“三农”密切挂钩
的人才、技术优势，组织农业专家教
授常年活跃在杨凌及周边地区的农村
生产一线，现场指导农民生产，辅导
引领当地农业产业，培养了一批带动
农民增收、推动农业增效的致富带头
人，并探索形成了技术服务型、专家
大院型、科研试验型、科技包村型、
基地示范型和企业带动型 6 种产学研
示范推广模式。

科技输入 带动区域农业产业集群

9 月 5 日是杨凌职院 2018 级新生
注册报到的第一天，从四面八方赶来
的 6600 多名新生，手握录取通知书陆
续办理入学手续。与其他高职院校不
同的是，这些新生里还有一些四五十
岁的中年人，他们是学院今年新招收
的 32 名杨凌村干部学历教育班学员，
也是该院实施农民全日制学历教育的
第三批学员。

农 民 是 我 国 一 个 重 要 的 大 群
体，提升农民学历层次、技术技能
及文化素质，不仅畅通了农民发展
上升的通道，更有利于繁荣农村经
济 、 实 现 农 业 可 持 续 发 展 。 近 年
来 ， 杨 凌 职 院 以 农 民 学 历 教 育 班 、
职业农民培育学院、新生代职业农
民培训班为路径，将教育办到生产
一线，探索建立了校地联动、教产
衔接、开放融合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养模式。
继 2016 年 9 月杨凌职院招收 18 名

富平县职业农民、32 名杨凌村干部入
院学习，开设我国首个农民全日制学
历教育班以来，学院现已招收了富
平、杨凌、眉县的 162 名学员来院学
习。由于生源特殊，学院量身定制了
每个学历教育班的人才培养方案，组
织任课教师专门编写了近 20 门课程的
教材，并在教学组织、授课方式和学
生管理等方面，把学历教育和实用培
训紧密结合，打造高效教育。在校就
读期间，这些学员与大学生一样上
课、学习，修满学分完成考试后，才
可获得由该院颁发的国家承认的大专
学历文凭。

此外，杨凌职院还积极探索职业
教育办学新模式，先后在关中的杨陵
区、富平县、彬县、周至县、眉县、

麟游县和旬邑县，陕南的镇坪县、太
白县，陕北的洛川县等，建立了 10 个
县 （区） 职业农民培育学院，确保了
三大区域的农民都能在家门口轻松学
到并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培训中，
该院积极与各县 （区） 政府部门深入
交流，按照县域产业和群众意愿，重
点围绕果树管理、设施农业、电子商
务、手工生产、特色养殖、乡村旅
游、经营管理等方面，科学确定专
题，合理设置科目，认真制订培训计
划，现已累计培训两万多人次，培养
了一批带领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主
力军。

“融不进城，还不了乡”，这是 80
后、90 后新生代农民普遍直面的困
惑。为此，2014 年底，杨凌职院在生
物工程、生态环境工程、药物与化
工、动物工程 4 个有涉农专业的分院

中，采取“自愿报名、择优选取”的
原则，选拔具有较强专业技能、热爱
农业并愿意毕业后从事农业生产，且
愿意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优秀学生作
为培育对象，在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
学院进行“加餐”培训，全面启动新
生代职业农民塑造工程。

在培养方式上，结合学员特点，
杨凌职院紧紧围绕“学历、技能、创
业”三个方面，以种植和养殖专业的
教学内容为主，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
方案，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和课时。培
训过程中，该院对学员和培训专家进
行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严格按照
培训规范，抓好每一个教学环节，确
保培训时数、内容落到实处。目前，
一些学员已经投身农村广阔天地，为
繁荣农村经济、发展现代农业贡献一
己之力。

培育人才 智力支撑地方经济发展

8 月 16 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
州政府部门与杨凌职院现场签订了水
利人才“订单式”培养协议，成为青
海省第三个引进订单培养模式的藏族
自治州。

针对青海藏区水利专业人才严重
匮乏的实际，2016 年 9 月开学季，在
水利部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和
杨凌职院的共同推动下，“青海玉树
州精准扶贫水利人才订单班”开学典
礼在杨凌职院举行。从此，该院迎来
了 40 名来自青海藏区的学生。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以强扶弱、资
源共享、携手并进的职教扶贫支撑体
系，2017 年、2018 年秋季开学，杨凌
职院又相继招收了 40 名果洛藏族自治
州学生、40 名黄南藏族自治州学生来
院学习。对于这 120 名藏区学生，该
院不仅减免其一年学费，还根据藏区

实际，在课程设置、生活安排、学习
方式上给予特别安排。3 年学成，这
些学生将直接回到当地水利部门上
班，不用像其他毕业生一样忙着找
工作。

在充分发挥对口援藏优势外，杨
凌职院始终不忘服务地方的职责，积
极将人力、物力、财力向陕西省内的
贫困地区倾斜。宝鸡市太白县鹦鸽镇
棉寺坝村是该院落实陕西省“两联一
包”工作要求包抓结对的贫困村。由
于该村地处秦岭深处，交通不便，加
之村上产业单一，村民们的生活始终
在贫困线上徘徊。

为了让“输血型”扶贫转变为
“造血型”扶贫，真正实现困难群众

脱贫不返贫，杨凌职院把产业作为稳
定脱贫的根本之策，经过实地调研，
根据棉寺坝村实际情况和村民迫切需

求，分别设立了果树、蔬菜、药材、
养殖、植保 5 个专业小队，组队带着
现代农业科技下到基层一线，送到村
民家里，精心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着
力给当地群众谋富路的希望。目前，
该村的 57 户贫困户已多数脱贫。

麟游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也是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
县。按照陕西省高教工委“双百工
程”要求，杨凌职院与麟游县结成帮
扶对子。为确保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就
能品尝到“科技快餐”，该院与麟游
县政府部门签订了 《关于加强产学研
结 合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的 合 作 框 架 协
议》，定期组织专家教授进乡入村，
开展送技术上门、送服务农家活动，
举办对口帮扶就业培训班，促进当
地特色产业发展，使脱贫攻坚取得
长效。

2017 年，杨凌职院按照省高教工
委要求，又与咸阳市旬邑县结成帮扶
对子，并结合旬邑县实际，成立了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专设了精
准扶贫资金，制定了帮扶方案。扶贫
中，学院统战部门和民盟委员会经常
为贫困户送去慰问品和学习资料，并
定期组织专家教授赴当地开展技术指
导、科技服务和电商培训，切实解
决了困扰当地群众生产过程中的实际
问题。

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正远
航。面对新的形势、机遇和挑战，杨
凌职院将依托自身优势，积极主动作
为，在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中，不断探
索高校社会服务的有效模式和特色机
制，朝着“一流高职名校”的目标扎
实迈进。

(裴红波 陆 敏)

精准扶贫 助力决胜全面小康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