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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开学后不久，江苏省扬州
市邗江区公道中学副校长李兆兵组
织了一次特别的家访，他与几位教
师驱车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学生的
家，屋里只有一张矮桌、一台黑白
电视机，一进门，憨厚的父亲就
说：“要不是你们的关心与帮助，
我们真打算回老家了，实在坚持不
下去了。”

这是一个来自贵州的家庭，家
中有 3 个孩子，唯一的收入来源是
父亲在砖窑厂打零工。今年他有两
个孩子要上高中，其中一个就在公
道中学，实在无法负担孩子的费
用。学校了解到情况后，不仅减免
了孩子所有学杂费，还承诺给孩子
每月 300 元生活补助，一下挽救了
两个孩子的上学路。

近年来，这样温暖的家校故事
层出不穷。该区从 2016 年开始在
邗江区展开新家庭教育实验，启动

“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推进
“百草园学堂”建设、启动“好家
风好家训好家规”传承行动等。目
前，全区各个中小学校普遍建立了
新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开辟了家委
会办公室、家长接待室及活动场
所，制定出相应的制度和章程。学
校、年级、班级三级的家校合作共
同体成为邗江教育的新风尚。

一项现实的选择：
构筑“融教育”格局

家庭教育应该谁来抓？
2016 年，邗江区启动“千名

教师访万家”活动，连续 3 年，这
场覆盖全区近 10 万中小学生家庭
的“敲门行动”持续推动了家校合
作的升级。

“通过家访，我们发现很多家
长并不知道如何正确教育引导孩
子。我们教育部门应该主动站出
来，开展家庭教育，发挥主导作
用，全面深入地推进家校合作。”
该区教育局局长何云峰告诉记者，
这 3 年“千名教师访万家”活动成
为开展“新家庭教育实验”的重要
契机和基础性项目。

“2016 年，老师来的时候，我
们主要交流孩子的情况。”“到了
2017 年，班主任开始与我们家结

成了对子。”“今年老师带来了新
的家庭教育方法。”家长们的反
馈，是邗江区家校合作层层推进
的最生动注脚。

与家访活动升级对应的是，新
家庭教育实验活动一步步呈现政府
主导的教育实验工程特色。去年以
区政府的名义出台 《邗江区关于新
家庭教育实验工作的实施意见》，
成为各个学校开展“家校合作”的
指导性文件。今年，好父母指南

“好老师指南”“好学生指南”“家务
劳动指南”等邗江家庭教育标准的
发布，都积极地推进这场教育改革
走向深入。

“新家庭教育实验的新，不是
时间概念，而是标准概念。”何云
峰说，这场实验工程当下最重要
的就是理念建设，让家庭教育回
归应有职能，全面形成了学校、
家庭、社会三位一体融教育格局。

随着活动的深入，邗江区教育
相关的创新在全区政府的年度工作
创新创优成果评选中连续两年均获
第一名。区里不仅建立了中国家庭
教育博物馆，还开发了新家庭教育

“1+X”课程体系，让全区几十万
家长和学生受益，如“家长学堂”
为 6 万多人次家长提升了家教理
念，“百草园儿童学堂”一年为全区
29 所学校 158 个班级提供了茶艺、
球类、歌舞等数十种特色课程等。

一个孩子的研讨会：
重建家校的连接

如何发动社会的力量、家庭的
力量去解决一个孩子的成长问题？

今年6月29日，一场特别的研
讨会在竹西小学举行。36位班主任
与教育局专家一起讨论一个“不敢
回家的孩子”。在邗江区，这样的研
讨会有很多。一年前，杨彭嵛受聘
为邗江区新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专
家，他告诉记者，他已经组织了
26 期“一个孩子的研讨会”，帮助
80多个家庭的父母做好家教。

杨庙小学学生小星 （化名） 就
是活动的受益者。“我们家小星平
时不喜欢看书学习，偏偏喜欢看恐
怖片，还总是跟自己的弟弟打闹，
跟我们吵起架来丝毫不让步，在学

校还跟同学打架，上课捣乱。我们都
拿他没办法，专家您给看看这怎么
办？”听说学校要举办活动，小星妈
妈第一时间报了名。不久，扬州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胡学春、院长
陈秋苹、心理学教授陈四光和王映学
等专家汇集一堂，为这位犯愁的妈妈

“问诊把脉”。“这样的事情，放在以
前想都不敢想。”小星妈妈说。

“孩子到底想要什么？孩子不良
行为背后隐藏着什么？教师如何应
对 ？ 这 是 家 校 合 作 的 一 个 重 要 内
容。”邗江区教育局副局长冯长宏解
释说，“一个孩子的研讨会”就是要
通过专家、教师和家长的现场研讨，
为学校部分特殊儿童诊断问题，探究
根源，制定个性化成长指导方案，实
施跟踪服务指导。

“教育一定是有情感的，家长与
孩子的连接断开了，只有生命的联
系，没有了情感的联系，孩子一定会
出现问题。走进孩子的心门，才能拥
有教育的收获。”冯长宏说。全面关

怀学生生命发展，包括关怀学生的自
然生命和精神生命。

一间温馨的接待室：
创设平等的对话

家长顾不上怎么办？文化不够丰
富怎么办？

邗江区蒋王中学有一间有名的
“阳光天使”顾娟老师工作室，深受
家长和孩子的好评，家长们有事没
事都喜欢跟顾老师聊聊孩子的事。
在这所学校，类似的地方还有五六
个。与名校不同，这些家长有不少
是“新蒋王人”，外来务工的、做小
买卖的有很多，经常顾不上孩子。
但这些工作室让家长们普遍觉得宾
至如归，成为家长、学生和老师沟
通的新桥梁。

在邗江区的新家庭教育实验里，
学校与家庭的关系被上升到一个“和
美”的高度，家校合作的方式正在不
断升级。不少学校创设条件改变了以

往老师讲、家长听的方式，学校和班
级的活动班主任都会邀请家长参与。

今年，邗江区政府出面，向家长
免费提供了“百场亲子公益讲座”

“带着孩子听音乐”“新家庭教育指导
站展评”等活动，引导家长主动、科
学地进行家庭教育。所有学校都精心
设计了很多暖心细节，有的还将针对
家长的菜单式服务变成家常便饭。邗
中 （集团） 北校区维扬中学就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罗列出家校合作的菜
单，让家长根据自身实际进行差异选
择。

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活动，直抵学
生和家长的心灵。“如果对家长采取
灌输式的家庭教育辅导方式，估计没
有几个家长愿意参与，学习效果也不
尽如人意。”梅岭小学西校区家长高
芳说：“去年学校开展的好爸爸 （好
妈妈） 颁奖活动，特地让孩子给我颁
奖，“把我激动得！我从来没想过孩
子会那么感谢我，真是觉得他突然长
大了。”

新家庭教育实验打破家校壁垒
本报记者 缪志聪

优秀案例优秀案例

面对育儿、家庭和事业，作为
新时代育儿主力军的 80、90 后妈
妈，如何在多方之间寻求平衡？近
日，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等机构在京联合发布 《中国韧
性妈妈图鉴——维达 2018 国民家庭
亲子关系报告》。图鉴显示，65%的
妈妈扮演着除母亲外的多种身份，
如美食家、家庭理财专家、旅游达
人等，享受着别样的“斜杠生活”。

当前，社会竞争压力加剧，孩
子养育成本上升，增添了妈妈的育
儿焦虑。她们既要照顾陪伴孩子，
也要平衡家庭与工作，还要学会在
压力下享受生活。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图鉴剖析当代妈妈们的心
声，展示新时代“韧性妈妈”的生
活平衡、育儿持家之道。

图鉴从生活平衡、亲子育儿、
有爱家庭、品质生活四大维度，立
体呈现了 80、90 后妈妈自画像。面
对生活游“韧”有余，是妈妈们共
同的“必杀技”。她们懂得家庭与工
作、“为家人”和“做自己”之间的
平衡。60%的妈妈有了孩子后，学
习欲望增强，育儿和营养知识是首
选课程，其次是厨艺、动画和心理
学。她们在生活中扮演多重角色，

“斜杠生活”丰富精彩。
在亲子育儿方面，最了解孩子

的是妈妈。在孩子的表达、陪伴、
学习、创作等方面，妈妈做到了韧
性养育。此外，韧性妈妈教育孩子
的心态更从容有效。79%的妈妈认
为“孩子成长不着急，按他节奏慢
慢来”，“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所

带来的焦虑正慢慢淡化。
世界小姐张梓琳现场分享与女

儿共同成长的经历时说：“我能够
感觉到，在她成长过程中有我的参
与，能见证她的每次进步，让我的
生活更充实。”在谈及“让孩子赢
在起跑线上”时，张梓琳认为美好
的未来标准不是唯一的。“我一直
给孩子比较宽松的环境，希望她能
够融入我们的生活，和我一起看世
界。人生是马拉松，路很长，孩子
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发展。”张
梓琳说。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解读图鉴时认
为，80、90 后韧性妈妈之所以在育
儿、生活、工作等方面有新改变，
源于她们区别传统的个性与自我价

值追求。
“要想孩子不任性，让他知道自

由也有界限”是妈妈们的普遍共
识。她们注重对孩子的规则教育，
越年轻越认可立规矩的重要性，重
视预防“熊孩子”产生。此外，妈
妈们在犯错误时，会主动向孩子道
歉，以言传身教积极影响孩子。而
情绪失控、误会和失信，是妈妈们
主动道歉的三大原因。

图鉴显示，妈妈们普遍认为向
孩子表达爱很重要，说“我爱你”
和说“早上好”一样日常。在妈妈
年度消费清单中，排在前三位的依
次是“孩子的生活用品”“教育培
训”“家庭日常”，紧接其后的是

“给自己买买买”。韧性妈妈不只赚
钱养家，也保持精致装扮自己。

超六成妈妈韧性乐享“斜杠生活”
本报记者 余闯

在家庭教育的多重价值中，给孩子培养
出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能使孩子终身受
益。

给孩子培养一群视野开阔、努力向上的
学友。成长需要伙伴，发展需要团队，独生
子女尤其需要家长的帮助。女儿上一年级
时，我出面跟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协商，结合
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请他们在每周一专门
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开设英语课外班。我们建
了“英语学习小组群”，家长们经常在群里
交流孩子学习英语的经验，相互探讨学习英
语的方法，并相互提醒、监督孩子复习英
语，比如上传孩子复习英语的小视频，建立
起了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坚持了两年多，
女儿终于有了一大群努力向上的、视野开阔
的朋友，一起学英语，一起看世界。

给孩子培养一群从小爱阅读、博学多才
的书友。女儿刚上一年级，我就邀请几个家
长建了一个“书友群”，号召大家把自家孩子
图书的照片发到群里，谁先订就先借给谁
看。在相互借书、相互交流、相互激励中，几
个小朋友不断进步，阅读能力、识字能力大大
提高。两年多来，书友群的成员越来越多，班
里爱看书、爱阅读的小朋友也越来越多，女儿
拥有了一大群志趣相投的书友。

给孩子培养一群意志品质坚强的、阳光
的驴友。为了让女儿有积极的、健康的生活
方式，节假日我们会约上她的好朋友一起去
采摘，不同的季节采摘不同的水果蔬菜，让
孩子们在劳动中体验丰收、在竞赛中体验收
获、在采摘中体验辛劳，通过体验明白生活
中的水果、蔬菜、粮食来之不易。我们每年
还会约上女儿的好朋友去爬山、滑雪。刚开
始滑雪时孩子们都有点胆怯，但只要有一个
小朋友敢尝试、会滑了，其他的小朋友就会
不甘示弱，勇于挑战之风便会在团队中盛
行。通过采摘、爬山、滑雪等活动，组织起
一个团结合作的阳光小团队，孩子们变得热
爱生活、热爱运动、勇于挑战，遇到困难不
屈服、不放弃。

给孩子培养一群关爱弱势群体、善待弱
势群体、充满善心的仁友。学校组织了关爱

“星星儿童”（自闭症儿童） 活动，孩子们积
极为“星星儿童”义演、义卖和捐款。女儿
在捐赠现场悄悄问我：“妈妈，能不能借我
100 元？我想捐给星星儿童，拿我的零花钱

（她一天的零花钱只有 3 元） 还您，他们太
可怜了！”三年级时，老师让孩子们做 PPT
当小老师讲课，女儿做的课件主题是“关爱
老年人”。女儿的这些言行让我很欣慰，相
信她和朋友们只要心存善良、相互影响，把
这样的“善”持续下去，就会成为一支了不
起的团队。

“单丝不成线，单木不成林”，在孩子成
长过程中，家长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帮
孩子建立有利于身心发展的学习团队、运动
团队、音乐团队、爱心团队等。不要让孩子
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玩乐而玩乐、为了锻
炼而锻炼，而要给孩子培养团队精神和高尚
乐趣，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
在团队中的价值，知道团队的力量是无穷
的。身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团队，面对将来
的挑战时孩子才是无畏的。

（作者系湖南省津市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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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金萍

扬州市梅岭小学西校区家校活动现场，木偶社团展示非遗项目杖头木偶。 周唐亮 摄

握笔姿势关系到孩子写字能否轻
松自如、舒展大方，关系到写字速度
和视力发育，却经常被家长、老师忽
视。

正确的握笔姿势对身体的坐姿、
握笔的位置和角度以及手腕的方向都
有要求。孩子能正确握笔，写起字来才
会轻松自如，速度不快不慢，写出的字
大方舒展。

很多孩子从三四岁起就开始握笔
涂涂画画了，但如果一开始的握笔姿势
不正确，久而久之孩子习惯了，就会出
现五花八门的错误姿势，改正起来难度
不小。

有的孩子歪着头，斜着身体，握笔
写字，写出来的字不舒展，歪歪扭扭；

有的孩子身体趴在桌子上握笔写
字，身体没坐直，头没抬正，这样久了，

眼睛会近视，脊柱会弯曲，不利于身体
正常发育；

有的孩子握笔时手离笔尖太近，只
有一厘米左右，甚至贴着纸面，不仅写
字慢，写出来的字也不舒展；

有的孩子用大拇指、食指、中指三
个指头握在笔上，用无名指抬着笔写
字，写字速度很慢；

有的孩子手横着握笔，大拇指没和
食指对齐，大拇指超过食指一厘米左
右，写字特别慢，手腕容易痛，眼睛容易
近视、斜视；

有的孩子的无名指和小指紧紧贴
着手心，手心不是空起来的，写字又费
力又慢；

有的孩子像握毛笔那样直着或向
前，写起字来费时费力⋯⋯

我曾经教过一个三年级女生，她

非常聪明，发言积极，反应灵活，但
每次上课抄写或听写生字却总是最后
一个写完。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她
写字时，右手朝左边放着，横着握
笔，大拇指和食指没对齐，大拇指压
在食指上面，超出食指一截，中指也
放在笔上面，没在笔下面抬着笔，还
勾着头。于是我开始给她示范正确的
握笔姿势，握着她的手教她握笔写
字，在课堂上经常关注、提醒她。

为了纠正她的握笔姿势，我还告
诉她妈妈在家经常关注、提醒她要正
确握笔写字。孩子习惯了横着握笔至
少 3 年了，改起来是有难度的，也许
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她妈妈是数学老
师，她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写字特
别慢是因为握笔姿势不对，还以为是
孩子不专心。经过整整一学期的共同

努力，那个聪明的女生终于改正了握
笔姿势，能又快又好地写字了。

每当我教一年级的时候，都会发
现班上宝贝们才 6 岁多，握笔姿势已
经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纠正起来特
别不容易。除了示范正确姿势，我还
让孩子们看正确握笔姿势的视频，并
把视频发到家长群里，让家长经常督
促、指导，帮助孩子改正错误的握笔
姿势。一学期下来，仍然有孩子没改
过来。

每当期末考试，监考其他年级的
学生考试时，我都发现不管哪个年
级，握笔姿势不正确的学生大有人
在 。 有 一 次 监 考 一 年 级 的 语 文 考
试，念完题后，发现有两个孩子做
得特别慢。走过去一看，男孩是趴
着写字，横着握笔；女孩也是横着握

笔，笔直直地握着，笔没朝身后倾斜
45 度，手离笔尖很近，身体斜很远写
字。两个人都写得非常费力，速度慢
得不得了。

有一次我去寄快递，发现守店的
年轻妈妈正在呵斥 4 岁的儿子学写
字。小男孩趴在柜台上，横握圆珠
笔，写得费力又缓慢，满脸不高兴。
当我提醒这个妈妈握笔姿势的问题
时，她愧疚地说，自己的握笔姿势都
是错的，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正确的握笔姿势，小细节中蕴含
大问题，跟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质
量、身体发育都有关系，不可忽视。
尤其当父母、老师发现孩子学习困难
时，请先观察一下孩子的握笔姿势吧。

（作者单位：重庆市永川区萱花小
学）

孩子学习困难或许跟握笔姿势有关
李超群

微
言

一抬头看到窗台上的那盆金手
指，忽然发现它的周围竟然长出了
一圈“小手指”。这盆金手指我养
了一年半了，一度怀疑是不是我的
养植方法不对，甚至对它失去了信
心。没想到，原来它在偷偷地使
劲，慢慢地成长呢。

带着些许的欣慰，看着身旁熟
睡的女儿，我不禁思绪万千。女儿
今年上三年级了，写作业特别慢，
导致她没有时间看书或是练琴。每
天看着她写作业，我真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女儿追求完美，希望自己的作
业工整认真，哪个字稍微有一点点
不整齐，就会马上擦掉重写，有时
甚至把本子擦破了，很多时间就这
样被她“擦掉”了。

女儿写作业时，遇到不会做的
题目就来问爸爸妈妈，刚坐下没多
久又遇到不会做的题目了，又开始
周而复始地来来回回折腾，时间又
一点点地被她“问没”了。

有时候，女儿看似在那儿安
安静静地写作业，可走近一看，
她 在 看 书 、 整 理 文 具 ， 原 因 是

“这道题太难了，我不想写了”。
大 把 的 时 间 又 匆 匆 地 从 她 身 边

“溜走”了。
写 作 业 不 但 成 了 女 儿 的 负

担，每次陪她写作业，更是让我
有苦难言⋯⋯

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金手指
不在意我催促的眼神和不耐烦的态
度，反而自己在偷偷地使劲，慢慢
地成长着。我想女儿更需要我的耐
心与等待，需要我的细致和宽容，
需要我的从容和平和。

今后，我会以慢的心态来欣赏
和接受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慢，相信
一定会看到女儿如金手指般“突
然”冒出来的奇迹。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文
登区环山小学）

慢慢等待
“小手指”长出来

于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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