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教周刊 家校合作
2018年12月13日 星期四

11主编：杨咏梅 编辑：杨咏梅 设计：王星舟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

请扫描关注“家庭教育之声”

日本是一个深受儒家传统影响
的东方国家，家庭教育是其民族强
盛的重要支点。半个多世纪以来，
日本已婚妇女舍弃工作献身育儿，
被称作“教育妈妈”名扬世界。日本
家庭十分重视儿童的礼仪教育、自
立教育、挫折教育、创造教育，家长
能够有效地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配合，得到全社会的重视而受到推
崇。1999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颁布
了《家庭教育手册》，手册内容通俗
易懂，且有深度和针对性，至今仍被
日本家长奉为最佳家教指南，很多
中国家长和老师也从中受益匪浅。

日前我参加了在东京贞静大学
举行的日本家庭教育学会 2018 年
年会，对“支援”这个高频出现的
词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本家庭教育学者研

究热情高涨

日本家庭教育学会是全国性专
业研究组织，由多位著名家庭教育
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和心理
学家领衔组建。36 年来，根据社
会和民间的需要，学会研究家庭教
育和相关社会问题，编撰 《家庭教
育研究》 等期刊和书籍，还与中
国、韩国等外国家庭教育社团有学
术交流。

这次年会是日本家庭教育学会
的第 33 次大会，主题是“家庭教
育支援系统的思考”，与2012年以
来学会持续关注家庭教育发展的社
会环境问题、建立社会支持系统的
主旨相连贯。发言题目涉及幼儿身
心发展及其训练、家庭人际关系协
调、幼儿园和学校与家长交流的艺
术、对不同阶段儿童家长教育行为
的分析和指导等内容。200 名代表
兴致勃勃地从各地赶来，贞静大学
的会场里座无虚席。

《对家庭教育支援的现状思
考——熊本县家庭教育支援条例
的制定及意义》，是日本文部科学
省教育制度改革室专家福泽光裕作
的主旨报告，根据熊本县家庭教育
事业发展和制定家庭教育支援条
例，探讨在日本社会和家庭不断变
化背景下家庭教育的支持援助对
策。福泽光裕的报告长达两个小
时，后面有一个小时有关熊本县家
庭教育支援条例的背景、基本内
容、主要措施及其效益的交流。与
会代表始终精神饱满地聆听，不时
给予掌声和插话发言，未见有中途
退场或说闲话的情况。

形势变化促使学者寻

求改进对策

21 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急
剧变化，日本家庭面临各种各样的
问题和挑战。如家庭结构变化及人
际关系的淡薄、独生子女家庭的增
加及人口老龄化、高学历时代学业
压力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冲击⋯⋯都
不断地影响着家庭教育的内容、方
式和家庭关系，出现了许多家庭教
育的新问题。

当代日本家长乐于哺育幼儿和
教育子女，但做好家庭教育不仅要
克服知识的缺乏和能力的不足，还
面临着家庭自身、幼儿园和中小学
以及社会的各种问题，单靠自身努
力无法不断提升教育子女水准，希
望得到社会有关方面的指导和帮
助。这次有位与会者本来在职场有
着很好的收入，育儿过程中深感教
育困扰，毅然辞去工作攻读家庭教
育方向的研究生。虽是个案，或可
折射出家长对提升家庭教育素养的
渴望。

借着日本文部科学省 2017 年
发布 《关于家庭教育支援的具体推
进政策》 的行政影响力，日本家庭
教育学者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关注家
庭教育、加强和改善家庭教育指
导，推动日本国会和地方加紧制定

《家庭教育支援法》。
这次学术年会上，人口问题严

峻引发的幼儿身心发展状况受到极
大关注，学者们的研究聚焦于“学会
具有说服力的声音”“脑的发展与社
会情感变化”“哺乳期的母子有意识
地进行眼神交流”“幼儿园假期参观
对父亲的育儿观的影响”等具体问
题，主张对幼儿做适当训练，培养学
校中的家庭支援教育，提高保育工
作者与家庭合作的质量。

通过立法保障家庭教
育良性发展

日本的教育工作者非常关注家
庭教育、乐于向家长提供指导和帮
助，但受到法律法规与权利义务、
科研水平与学术交流、经费保障与
项目开发等方面的制约，不知道究
竟怎么做才合理合法，才能充分发

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希望制定和
颁布家庭教育方面制度性法规的声
音在日本已经出现多时，日本家庭
教育学术年会近年来呼唤立法的研
究报告屡见不鲜，日本有些地方已
经制定和实施了熊本县那样的家庭
教育支援条例。

熊本县位于九州中西部，农业
和工业都比较发达，进入 21 世纪
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离婚
和独生子女等家庭不稳定因素增
多，家庭教育面临许多困难。熊本
县政府从加强幼儿园、学校及社区
对家长的辅导和服务入手，帮助家
长解决教育子女过程中的困难，形
成了社会—家庭—幼儿园和学校的
一 体 化 格 局 ， 于 2013 年 颁 布 了

《家庭教育支援条例》，规定了家长
教育子女、幼儿园和学校支援儿童
家长的若干措施，对发展当地家庭
教育事业、提升家庭教育水准发挥

了积极作用。
几乎与此同时，东京、大阪等

大城市的若干区域也实施了家庭教
育支援条例，改善了本地家庭教育
状况。目前，全日本的 《家庭教育
支援法》 文案已经提交国会，本次
年会上有不少代表呼吁日本国会尽
快表决通过、早日付诸实施。

我国的家庭教育既有十分深厚
的民间基础，也得益于现代家庭教
育事业快速发展的推动。尽管已经
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
区和基础村社的家庭教育服务网
络，但也出现了类似日本那样的家
庭问题和社会问题，造成部分家长
的困惑及盲目教育现象。期待中日
两国家庭教育学者加强交流，互相
借鉴，更期待我们的家庭教育法早
日出台，为家庭教育事业提供最有
力的支援。

（作者单位：广东白云学院）

微评

他山之石

社会支援：日本家庭教育关键词
骆风

近年来，常见家长公开挑战学校、举报教师的新闻，
每每引发社会声讨谴责师德的高昂情绪。简单粗暴的教
育行为显然失当，如何突围尚需冷静思考背后的原因。

勒令学生站在旁边反思（罚站），推一把、踢一脚（体
罚）等不文明的教育方式，是我们读小学时老师的常态
行为，只要出发点是为了孩子好，当年的家长都能接
受。今天的家长渴望更人道、更文明、更科学的教育方
式，而部分学校和教师的教育管理与教育行为还停留在
过去的时代，与家长的期待和社会的发展相差甚远。

不文明、不专业、不人道的教育行为，理应受到谴
责。但只是谴责而没有专业指导，会让教师在强大的
舆论压力下放弃对集体教育的优化。正如有些教师感
慨的那样：“这也不能做，那也不合理，这教师没法当
了。”找不到文明教育的应有出路时，教师若出现集体
怠教行为，那将是更为隐蔽的师德滑坡，是更为严重的
教育质量下降。

不文明的教育行为很容易被判定为师德问题，而
细究每个案例，我们会发现不能全都简单归因于师德
问题。很多被举报的教师做事认真踏实、负责肯干，他
们伤心不解“为什么对他们的孩子负责任，还要受到苛
责？！”这样的情绪已经部分蔓延到一些年轻教师中。
有位年轻教师的妈妈每天都会叮嘱她：“别和孩子急，
他家长都不管，别为了一个孩子把饭碗弄丢了。”

所谓的师德问题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师能问题。
很多用心用力想为孩子好、想把班级管理好的教师，燃烧
了自己却点不亮别人，问题出在涉及专业素养的师能。

师能，一是教学过程中的课程、学科与教学的能力，
比如分解好知识点、教会学生熟练地掌握知识、学会学
习、引导学生的思维发展等。二是理解学生、管理集体
的能力，比如对不同学习基础与学习风格的学生因材施
教，有效管理班级，利用集体进行教育等。实践中，每个
班级都有一定比例的学习障碍或智力超常的儿童，都有
前一阶段教育不足而发展不充分的儿童，都需要教师拥
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去管理与指导。教师若缺乏应对能
力，就难免给予儿童不科学甚至不人道的劣等教育。

提高师德修养需要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还需要
建设学校制度层面的支持系统，才能避免教师在集体
教育压力下出现情绪问题及不文明的行为。

一些发达国家的中小学配有一定比例的特殊教育
教师，主要负责管理与辅导那些智力超常、偏低以及存
在学习障碍的孩子，在支持特殊儿童成长的同时，也
支持着其他教师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渴盼社会认识到缺乏教育能力和合理制度支持是
出现师德问题的主要原因，形成关心教师、发展教
师、支持教师的教育生态，让教师在合理的教育环境
中专业成长，享受教育带来的幸福体验。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师德问题背后
或存在师能短板

殷飞

王琳茜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六年级四班） 绘

引入合作理念 打造英语优势学科
——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英语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构建探索

立足小事铸品牌 立德树人谱华章
——江苏省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小事工程”创新育人模式的实践

正确认识合作实质 构建特色教学模式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学校深刻认识
到合作学习在英语学科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
合作学习就是以小组活动为基本教学形式，以
师生、生生合作为基本动力，发挥群体的积极
功能，提高个体的学习动力，从而大面积地提
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形成一种有利于全体学生

积极性、主动性发展的和谐学习氛围。众所周
知，传统的英语教学主要借助于组织形式开展
教学，而课堂就是学生学习英语的重要甚至是
仅有的场所，通过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方
式，学生被动地接受新知识，导致不少学生丧
失了英语学习的信心和动力。鉴于此种情况，
在新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在正确把握合作
学习内涵和实质的基础上，学校从转变英语
教学方式、调整英语学科教学关系、优化课

堂教学结构等角度着手，以促使学生综合素
质的全面发展和英语学习能力的终身发展为
根本目标，重新审视传统的英语教学方式方
法，突破“满堂灌”“填鸭式”等封闭、机械
的 教 学 模 式 ， 重 点 关 注 和 研 究 英 语 课 堂 教
学，着力于改进英语课堂教学方式，引进并
重新构建、推广英语合作学习教学模式，以
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进一步提高英语学科
教学质量。

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引领课堂教改新潮

在构建英语学科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教学模
式的过程中，学校首先确定了合作学习的教学
目标和价值取向：通过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实现小组建设的应有价值，实现民主公平、减
负增效的英语教学效果，实现新课改下学生自
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核心理念。在推进合作学

习的初步阶段，学校坚持把优化英语课堂结构
作为教学重点，加强英语组教师对新课标的认
识和理解，定期组织教师进行集体备课活动，
充分体现“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
育理念，促使学生由封闭个体学习的方式转变
为小组合作、开放互助学习的方式；合理划分
小组成员及分工，制定小组交流规则，确保合
作学习人人参与，机会均等。与此同时，以多
元化的“捆绑式”合作学习评价方法来充分调
动学生的英语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快乐学习英
语，并通过制定、完善合作学习评价体系，有
力保障了合作学习的开展实施。另外，学校还
配置了符合英语学科特点的合作学习教学流
程，突出学生个体及班级小组的有效学习任务
和活动，减少教师的讲与学生的听，增加学生
的说和做，关注英语教学任务的目标达成，促
使英语课堂教学内容堂堂巩固。随着新课改的
逐步深入，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型的英语教学模
式在学校蓬勃开展起来。

合作学习成效初显 师生素养全面提升

通过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推广应用，学校
的英语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有了大幅度提
高，英语学科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得到了进一步
提升，师生互动、生生合作让学生的学习主体
性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
能力和核心素养也得到了全面发展和优化，良
好的课堂教学氛围也为学生彰显个性、施展才
华、拓展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

学 校 构 建 的 英 语 合 作 学 习 教 学 模 式 既
“作”又“合”，教学活动“形”“质”兼备，

合作不只停留在传统的小组相互议论的层面
上，还在开展个性化、特色化课堂教学改革层
面上深入挖掘，丰富了合作学习的内涵，提升
了合作学习的层次和境界，极大地提升了合作
学习的育人功效。

（山东省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 王连华）

学会合作是 21 世纪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合作学习是现代课
堂所追求和提倡的一种重要方式。将合作的理念引入课堂，不仅能破解传统课堂
教学弊端，更能精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基于此，山东省荣成市第二实验中学准
确把握学情，落实课改要求，破解传统英语课堂教学难题，以小组合作为突破口，积
极引进和推广合作学习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了英语教学质量，实现了英语学习
的更优化，并将英语学科打造成为学校优质学科，学生的语言素养和合作素养也
得以实现提升。

“小事情”“大意识”是立德树人的基石

江苏省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实施的“小
事工程”，就是根据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
发展目标，从最基本的“口、手、行”三个方
面，量身定制有计划、有步骤的教育活动，全
面提升学生的基本素养和综合素质。

“管好自己的口”主要包括不随地吐痰；不
说脏话粗话；不起哄、不给他人起绰号、不抽烟、
不饮酒；讲文明礼貌、微笑待人等多个方面。

“管好自己的手”主要包括不欺负他人、
不乱抛乱扔、不乱涂乱画、不损坏公物；每天
整理好自己的物品，做到书籍物品摆放整齐。

“管好自己的行”主要包括遵守交规、不
闯红灯；不在教室、餐厅和公共场所追逐打
闹；下课礼让老师先行，上下楼按秩序靠右
行；走路昂首挺胸、步履坚定；尊老爱幼，遇
到老弱病残时主动帮助。

道德无小事，小事须常抓。淮安工业中专
的做法是：养成教育既不可贪大求全，又不能
空喊口号，要将“小事教育”如同春风细雨、

润泽万物于无声之中，为每一名学生的成长搭
建广阔的舞台。

“小事情”“大作为”是立德树人的途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
成江海。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认为，作为中
职教育，只有遵循“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的育人思想，才能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这个“小事情”，是影响学生一
生的道德观、理想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人生
准则。

近年来，学校按照“抓小事工程”的总体
要求，组织编写了 《抓小事工程三字经》。它
以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朗朗上口的语言，阐
述了实施“抓小事工程”的重要性，学生反复
咏读，便于记忆，可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在此基础上，通过讲座、板报、班会、橱窗、
校园广播、校园网等，开展“小事情、大作

为”活动，打造了学校的特色品牌。
为将活动引向深入，学校选拔优秀学生担

任“抓小事工程”文明监督员，统一着装、统
一纪律，对学生的言行进行引导和监督，学校
还建立评价考核机制，与星级班级评比、班主
任考核结合起来，让每一件小事的实施效果与
教师及学生的切身利益挂钩。“小事工程”强
化了学生的养成教育和综合素质，切实将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小事情”“大人生”是立德树人的根本

“小事情”“大人生”是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
校立德树人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它为每一名学
子的成长确立了发展方向，也充分体现了“千里
之堤毁于蚁穴”“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抓“小事工程”就是培养学生的规则意
识，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奠基美好的人

生。通过“小事工程”使学生成为一名有修
养、有学识、有文化、有道德的现代文明人。
现在，学校实施的“小事工程”培养了学生的

“守规则、讲礼仪、爱劳动、有自信”的综合
素养，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它既
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立德树人的根本。

近年来，江苏省淮安工业中等专业学校通
过实施“小事工程”，促进了学生的成长进
步、学校的快速发展。该校学生参加对口高
考、技能大赛、创新大赛、文明风采大赛都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
好评。2017 年学校威风锣鼓社团参加全国第二
届“红星杯”校园足球赛开幕式演出，被授予

“特别贡献奖”。近年来，学校先后荣膺“全国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江苏省德育工作先进单
位、省文明校园、省和谐校园、省教育工作先
进单位、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
号，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贾朝东 李忠民 何 忠 朱文平）

职业教育如何实现创新发展？如何培养中职生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江苏省淮安
工业中等专业学校,牢固树立“学校的成功在于学生的健康成长”的办学理念，以

“培养堂堂正正的人”为核心，以“小事工程”为着眼点和发展点，遵循“小一点、
近一点、实一点、细一点、精一点”的育人思想，打造出了“小事工程”“星级班
级”“荣誉审核”“系列活动”“光盘行动”“阳光健身”“人物评比”等“七大”德育
特色，走出了一条“立足小事铸品牌，立德树人谱华章”的创新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