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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优秀案例优秀案例

家校微信群因为方便快捷、经济实用
而被广泛运用，信息交流和思想沟通使得
家校之间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促进了家
校合作，成就了共同成长。

但由于发布任性、引导乏力，加之家
校双方都期望过高、过于较真，也导致一
些突如其来的烦恼和一筹莫展的无奈：炫
耀显摆被踢出者有之，特立独行被“群
殴”者有之，“绑架”点赞发酵为轩然大
波者有之，信息外溢放大成强烈负面舆
情 者 有 之 ⋯⋯ 以 至 于 有 些 学 校 如 临 大
敌，使之进入休眠状态，有的干脆一关
了之。

在一个人人都希望别人听自己发声的
自媒体时代，教育工作者在运用网络媒体
时，应该科学谋划，有的放矢，掌控家校
微信群的定位、内容、形式、方式、风
格、形态等方面的“造型”。

媒体型而非社交型。家校微信群的群
主多数都是班主任，很自然被认为是学校
的代言人，代表学校这个公共机构的公权
力。作为一对多的公众人物，群主应该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难免会被高要求甚至
被苛求。因此，班主任不能把家校微信群
等同于普通的社交平台，把自己当成普通
成员而不假思索地有感而发，或不加选择
地直言不讳。要知道，“一百个观众就有
一百个哈姆雷特”，群主一句话，也许

“一百个家长就有一百种解读”。
工作型而非友情型。家校微信群本应

是功能明确单一的工作群，所承载的任务
就如家访、约访、家长会一样。如今却渐
行渐近渐浓，气氛活跃，人气爆满，俨然
一派其乐融融。

热热闹闹的表象背后，却可能酝酿着
亲疏是非的前奏。老师挺谁、点赞谁，顶
谁、回复谁，弄不好就是对其他人的漠视
与怠慢，并且可能影响对孩子的在意与重
视程度，以至于一些家长在群里争先恐后
向老师示好甚至献媚。所以，教师要把工
作与友情区分开，不要试图让微信群承担
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重荷。

信息型而非论坛型。家校微信群是家
校之间信息传递的媒介，信息要真实、准
确，不失真、不变形，不误读、不曲解。
因此要评估、预测信息发布、接收的全过
程，达到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高度
统一。主题始终围绕家校合作共育，目的
是为了互通情况，心中有数。

重要的陈述和澄清，最好进入私聊和
面聊状态，千万不要在微信群里折腾大讨
论，不要搞成漫无边际、海吹神聊，甚至
口无遮拦、口诛笔伐的论战。否则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唇枪舌剑，硝烟弥漫，
弄不好就需要整个学校乃至一条战线来收
拾残局。

交流型而非教育型。虽然家长大多对
群主期望值高、要求也高，但并不意味着
认同群主高人一等，更不会接受“教育
者”居高临下发号施令、指指点点好为人
师。教育有边界，家长不是受教育者，教
师要在微信群的虚拟世界里与家长进行平
等交流，表达对每个家长的尊重与重视，
公平要一视同仁，礼遇要一以贯之。

出于诲人不倦的职业习惯，教师的语
气语调、动作形体往往不知不觉会有“批
改”、指点乃至告诫、训斥的意味。所以
群主发言时要避免陷入“拿着锤头看谁都
是钉子”的思维模式，更要避免头头是
道、苦口婆心、咄咄逼人、颐指气使的行
为习惯。

建设型而非批判型。家校微信群以服
务家长成就学生为中心，风格应是建设型
而非批判型的，所有信息传递都需要真
诚、真切、真知灼见，都需要善念、善
意、与人为善。只有心怀美好地引导情
绪、激浊扬清，才能逐步形成积极向上的
正能量，才能形成阳光明媚的精气神。

群主应用心保护家长的进取心、荣誉
感，让群内如纯净清新的校园般春风拂
面，让家长感受翰墨飘香的文明与生机勃
勃的活力。对于某些有意无意的质疑抱
怨、指责批判、放大曲解以及恩怨是非，
在群内要冷处理，同时私聊警示，决不
让 八卦垃圾污染群环境。

效率型而非消遣型。家长对家校微信
群的感受是复杂的，既必须高度关注，又
不愿受控其中。这就要求群主具有强烈的
效率观念，可以通过公约、倡议等形式，
做到主题集中、导向鲜明、取舍得当、言
简意赅，减少包罗万象的文字堆砌，杜绝
干扰心情的图片重叠，把微信群建设得清
清爽爽、亮亮堂堂。

过多的微信群已经把家长整得疲惫不
堪烦不胜烦了，盼望教育工作者主导的家
校微信群吹起一缕清新清纯的微风。

（作者系湖北天门职院党委书记，著
有《问家长——一个教育局长的反思》）

家校微信群
该有6种“造型”

黄延平

“拥有一颗童心，重返一次童
年！”近日，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中
心幼儿园“爸爸俱乐部”开启新一期
的亲子活动，爸爸运动队、爸爸实验
室、爸爸志愿营和爸爸考察团等 4
个活动组整装待发。

石浦镇中心幼儿园的“爸爸俱
乐部”是象山县“父亲联盟行动”的
实践项目，旨在唤醒父亲的教育意
识，实现父亲的教育参与。

象山县是全国家长学校的发源
地，1983 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家长学
校，1990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县级家
庭教育指导研究机构——象山县家
庭教育研究所。近年来，象山教育
推动家校深度合作，探索出了一条
家校合作的“象山路径”。

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

象山县石浦镇中心小学是一所
拥有百年历史的老校。1983 年，时
任校长余明成办起了全国第一所家
长学校，受到家长普遍欢迎。但随
着社会发展，学校地处老城区的地
理位置、场地偏僻狭小、校园周边交
通环境差的问题日益凸显。1500
多名学生上下学期间交通秩序混乱
不堪，甚至由此引发生源流失。

“办学情境如此复杂，急需寻
求一股新的力量来协助学校做好

‘外联’和‘内管’工作。”校长李峥嵘
说。于是，教育议事会应运而生。

19 名议事会成员一上任就着
手调研学校交通实际情况，查看路
况，联系城管、交警、行政执法局
等部门，努力促成新路段建设，形
成环形通道，解决了学生接送车因
掉头造成堵车的问题。

之后，教育议事会趁热打铁，
联系交警队安排交警维持交通秩
序；与公交公司协商，开设专用停
靠站；组建家长“交通护苗队”，
规范接送秩序，有效改善了学校周
边的交通环境。

教育议事会还在该校“阳光招生”、修缮学校遗址、筹
建“崇德教育基金”等工作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帮
助学校啃掉了一块块难啃的‘硬骨头’。”李峥嵘感慨地说。

“和石浦镇中心小学一样，象山县的不少学校都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在学校、家庭和社区之间搭建桥梁纽带，借
助第三方的柔性力量促进家校矛盾的解决，使学校治理更加
民主和开放。”象山县家庭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赖伟良说。

实现家长学校全覆盖

“平时工作忙，现在有了‘爸爸俱乐部’，周末有了跟儿
子单独出行的机会，唤醒了我参与教育的意识，开始主动担
起家庭教育责任。”多次带儿子参加幼儿园亲子活动课程
后，石浦镇中心幼儿园大班董恩丞的爸爸发现，儿子身上的
阳刚特质被慢慢激发出来了，从内向、胆怯逐渐变得勇敢、
自信。

象山县的家庭教育不仅遍及公办学校，家长学校还开进
了民办小学及培智学校，实现了家长学校全覆盖。

象山县启力学校是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家长都是外来务
工人员，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面对无管理学习能力、无
管理学习方法、更无管理学习时间的‘三无家长’，我们的
家长培训会整合‘参与、活动、体验’，使家长从被动听转
入主动参与。”启力学校校长周如盛说，经过培训，家长教
育素质普遍提升，孩子们的行为问题和心理问题显著减少。

“培智学生家庭的家长比普通家长更迫切需要家庭认同
感和归属感。”出于这样的考虑，象山县培智学校于2012年
成立家长学校。校长吴素芬介绍说，他们的家长学校实行送
教上门，按照家庭需求及学生实际，针对性安排送教计划，
送教内容涉及科学知识、康复技能及相对应的评估检测等，
指导家长如何给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让吴素芬欣喜的是，送教帮家长转变了教育观念，学生
体验到了学习的成功与父母的关爱。“孩子和家长的精神面
貌出现了变化，变得越来越自信了！”

教材是家长学校办学必不可少的条件。近年来，象山县
逐步构建起三级教材体系，编撰了从幼儿段到初中段的《家庭
教育读本》共 12 册，并编撰了县讲师团成员专题讲座讲稿集
锦和象山县家庭教育案例读本，还积极提倡有条件的学校编
写校本特色教材。这些教材大量采用发生在身边的鲜活事
例，内容生动、感人，更能引起家长共鸣。

创新模式提供个性服务

为了提高家庭教育成效，象山县各中小学和幼儿园不断
创新培训模式，涌现出一大批家庭教育品牌，如爵溪幼儿园的
早教入社区、丹城二小的父母孝雅课堂等。

现在，传统的一言堂培训模式正在象山逐渐消失，取而代
之的是互动式多向交流。为了提高为家长服务的有效性，象
山县引导学校构建菜单式培训，解决教育中的个性问题。

“家长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石浦镇中心小学的
家长会摒弃了以往专家、教师的单向性讲座，采取沙龙式互
动交流。家长根据各自的实际需求选择主题参加，围坐在一
起畅所欲言。也有不少家长因为两个主题都割舍不下，就爸
爸妈妈分别参加。经过调查反馈，这种个性化的培训模式，
家长满意度高达99%以上。

从 2015 年起，象山县开展家庭教育创新项目研究，探索
新常态下家校合作的象山路径，打造象山家庭教育的新特
色。其中，“你好，假期”项目很受欢迎，参与的学校不断增加。

每年的暑假、寒假到来前，象山县西周镇中心小学鼓励
学生自主提出假期实践内容。今年的暑假，该校的实践内容
涉及垃圾分类、传承非遗文化、保护海洋幼鱼等。“假期里
我参加了许多实践活动，除了增长才干，我还有个意外的收
获，就是见证了母爱的伟大。”童心实践团的张新宇同学说。

“我们相信，参与家校合作的家长，将从关心一个孩子
变得关注更多的孩子，对教育的理解及教育行为也将发生很
有意味的变化。”象山县教育局教科研中心副主任宋厘国
说，象山教育因为家长的参与而更开放、更有生机和活力。

“未来我们将继续推动家校合作走向纵深，让每个孩子享受
更好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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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父母需要职业精神
本报记者 杨咏梅

“今天的父母之所以焦虑，是因为对养育孩子的科学规律
认识不足，就会产生一种无力感”“当好父母的诀窍只有两
个，学会扎根，学会爬楼梯”“世上不存在完美的父母，做父
母是一门需要艺术与科学的学问。社会要为父母这一神圣的职
业赋能，帮助父母感受到支持与内在的力量”“在什么都求快
的今天，父母要放平心态，学着拥有一份慢养的勇气”“父母
的职业精神，第一是觉醒，第二是不断自我学习、自我完善，
第三是在生活里成全亲子彼此之间的成长”“目标感强、学习

能力强、善于团队合作、会沟通、有界限，是父母最基本的职
业素养”⋯⋯近日，在北京出版集团父母必读育儿传媒主办的

“父母的职业精神”研讨会暨 《兰海成长教育公开课》 新书发
布会上。成长教育专家兰海、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李文道、《父母必读》 杂志主编恽梅、台湾幼教专家林
美慧和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媒体中心事业部主任郜云雁，从不同
角度聚焦今天的父母需要什么样的职业精神。赋能，成为讨论
中的高频词。

1 要有清晰的价值观和目标
“所有不被外界感染焦虑的父母都是

有定力的，外部的冲击再大，也不会失去
清晰的目标和内在的自信。”兰海认为清
晰的目标就是育儿的价值观，比如明白孩
子进入社会以后，除了学习成绩，还需要
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领导能力，

“父母的职业精神就是对准目标来做教育
规划和教育选择”。

恽梅用“看见生活、看见自己、看见
孩子、看见趋势”来描绘她心目中的良好
教育生态环境。“教育不仅仅发生在学校
和课外班，也发生在父母每时每刻跟孩子
接触中的一言一行，厨房、客厅、卧室都
是教育的场所，父母的生活态度是对孩子
的一种无形的支持。”

在飞速发展的 AI 时代，林美慧反而
强调慢养的方式。“许多父母希望孩子可

以学得更多、更好、更聪明，所以不断在
孩子身上装上巨大的翅膀，甚至造成很多
孩子起飞以前就失去了飞行的动力。”在
林美慧看来，重要的教养诀窍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学会扎根，让孩子有充分的时间
充实自己；第二个是学会爬楼梯，父母要
有宽广的视野和先进的思维，才能为孩子
带来有格局的教养环境。

“价值观决定着家庭教育的导向，就
像开车要明确方向和目的地，要知道到哪
里去。”作为一个15岁男孩的母亲，郜云
雁说自己没养孩子时特别有信心，养育儿
子的过程却“一路连滚带爬”，不断经历
觉醒、学习和成长。她认为家庭教育也可
以像学校管理那样，明确自己的价值观、
路线图和工具箱。“我和先生在培养孩子
的阅读力、运动力、自然力和人格力上达

成了共识。比如运动方面，儿子从小学开
始跑步，6 岁跑 6 圈操场，7 岁 7 圈，8 岁
8圈，10岁开始跑一万米。多年来，晚饭
后全家运动，儿子没的选择，逐渐就养成
了习惯。出生时才5斤多的儿子如今差不
多一米八，身体非常好。家庭教育最难的
是身体力行，父母自己要先做出来。”

李文道特别提到养育男孩更需要父亲
的参与。“今天的男孩 3 岁以前基本是

‘妈妈生、姥姥养、爸爸抽空来欣赏’，从
幼儿园到小学都在过于女性化的成长环境
中，爸爸的角色尤其重要。”如何调度爸
爸养育孩子的积极性？李文道建议妈妈要
主动撤出，如果孩子和母亲的关系特别紧
密，爸爸就容易被边缘化，母亲一定要给
爸爸制造机会陪伴孩子，“妈妈退一步，
爸爸才能进一步。”

2 在陪伴、合作、学习中共同成长

“每一代父母都在尽其所能帮助孩
子，这是恒久不变的。如果说给父母这个
职业一个清晰的定位，我认为是陪伴。”
恽梅把父母定位为积极陪伴者而不是掌控
者，目标是跟孩子更好地相处，激发孩子
所有内在的动力，最终使他能自在、自
如、自立、愉悦地走在世界上。

“请问你几岁结婚、几岁生的小孩？
有没有计算过这辈子大概要做多长时间的
父母，会不会选择辞职？”林美慧用温柔
的台湾腔说道，人生最大的任务其实不是
工作，而是当父母，是如何面对各种家庭
关系。“大概有五六十年的时间需要扮演
父母亲的角色，对于这份不能辞职的工
作，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来学习？”

兰海认为父母需要看清孩子的成长需
要什么，然后给他匹配力所能及的资源，

“千万不要攀比、较劲”。兰海说有的孩子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都能坚持用
一种特别好的状态生活，他们的父母有一
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陪伴。他们给孩子的力
量就是“不管你在外面考多少分，回到家
里永远有一盏灯亮着，永远有一杯水在等
你，家就是家”。这些孩子身上的力量不
是源自外部，而是来自父母这种有力量、
温暖的、有格局的陪伴。

兰海用成长教育来概括她对家庭教
育面临转型的思考，“教育的本质是为了
幸福，家庭教育正在从学习教育、技能
教育或习惯教育，走向家庭成员之间的

相互陪伴、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和整体
发展。”

“父母的职业精神还体现在有定力坚
持自己认为对的方向，确定目标就不被干
扰。”郜云雁说儿子对外界的变化和压力
非常敏感，所以她每个月带儿子去心理老
师那里进行一次心理建设和情绪疏导，

“希望他从小就知道人有情绪问题去看心
理医生是正常的，就像去医院看牙一
样。”除了儿子喜欢的乐高机器人，他们
基本上没有报其他的课外班。“因为我们
观察和评估儿子的学习情况，觉得他没有

‘吃不饱’或‘嚼不烂’的情况，应该更多
帮助他提高课堂学习效率，而不是送到培
训班去恶补。”

从见招拆招变为提前预防3
恽梅认为要系统地看待家庭教育，超

越快餐式的见招拆招解决方案。“不能简单
地告诉父母这做对了、那是错的，而要共同
搭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
体的生态系统，推动父母对自我的认知，给
父母赋能，赋予他们力量。”

在恽梅看来，提前预防还体现在改变
思维方式，要兼顾科学性与艺术性。“科学
就是尊重孩子成长的规律，艺术就是要掌
握一些沟通的技能，营造家庭氛围，除了学
习，还能跟孩子讨论一些有趣的话题。”恽
梅举例说，有些父母是文盲的家庭也能培
育出自立、上进的孩子，说明父母没有过多
地干扰孩子的成长，在尊重孩子成长规律
和营造良好家庭氛围上找到了平衡的度，
而不是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外包出去。”

“父母这个职业永远没法辞职，必须充
满情感，又要讲求理性。就像一个员工在
职场要有目标感、学习能力、沟通能力，既

懂得合作又有界限，也可以设想一下，丈
夫、妻子和孩子的目标一致吗？父母有学
习的意愿吗？家庭关系是合作关系吗？家
人之间有界限吗？”兰海认为，家人应该永
远处于一种互相合作的过程，但遗憾的是，
现实中不是父母控制孩子，就是孩子控制
父母，几乎很难看到合作的关系。

“这是一个贩卖焦虑的时代，媒体、商
家、资本市场都在炒作焦虑。”兰海打比方
说，“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和健身，已经从
解决问题、见招拆招的时代进入提前预防
的时代，父母也要思考到底应该用什么样
的视角、格局去看待孩子的成长方向和教
育规划，而不是拼命买学区房、找好学校，
把教育外包给培训机构、最厉害的专家、最
牛的学校，成长是不可以外包的。”

对于服务外包，兰海指出有的父母陷
入一种不相信自己的集体无意识，过度依
赖培训机构，实际上自身的很多力量没有

被调动出来。
“父母接纳孩子的程度和接纳自己的

程度是成正比的，不能接纳孩子实际上是
不能接纳自己。焦虑的父母往往觉得自己
不成功，就会不自觉地担心孩子未来不成
功；当父母对自己满意的时候，往往更容易
接纳孩子。”郜云雁特别提醒父母要警醒自
己的控制欲，“父母控制孩子，往往是不自
觉地用孩子去弥补自己成长过程的创伤，
表面上看是为孩子好，实际上是通过控制
孩子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

“父母要围绕目标随时调整解决问题
的方法，不被外界的喧嚣造成内心的焦
虑。李文道建议父母在孩子进入青春期之
前有意识地另外建立一些比较亲密的关
系，假如以后孩子遇到重大选择又不愿意
跟父母讲的时候，有一个人生导师帮他解
决成长中的烦恼。“这个人生导师一定要
提前预备，到了青春期现抓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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