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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为家长减负 解作业之痛

优秀案例

关颖
行为实属迫不得已。学校、媒体
学生课上没好好听讲，课后
和教育行政部门不该一味地埋怨
作业一头雾水，
学习成绩不佳，
老
家长、
要求家长。
师没有理由埋怨家长、让家长为
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作业所累，更不能把练习题发到
说，
办好教育事业，
家庭、
学校、
政
微信群里，
“剩下的事就是家长的
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
了”。学校应做的是提高老师的
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
课堂教学质量，指导家长发挥家
一任老师，
要给孩子讲好
“人生第
庭的优势，在家中创造良好的学
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习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
子。教育、妇联等部门要统筹协
惯，
而不是为老师课堂教学补漏，
调社会资源支持服务家庭教育。 当孩子学习的
“拐杖”。
落实习总书记的要求，充分发挥
家 长 不 是 学校教育 的旁观
家庭在育人中的作用，当务之急
者，不该是被课堂教学牵着走的
是要缓解陪写作业给家长带来的
“附庸”
和
“助教”
。建立现代学校
巨大压力，从三个方面实实在在
制度，家长必须有一席之地。对
为家长减负。
学生减负效果的评价，应当包括
家长履行对学校教育教学效
为家长减负的指标。因此有必要
果的评价权、质询权、
监督权。
建立对学校和老师进行客观评价
教育是一个体系，家庭与学
的体系，
建立有利于家长讲真话、
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教
维护自身权益的正规平台，促进
育孩子的两大主体，家长和老师
家长履行对学校教育教学的评价
为了共同的目标，
彼此关系和谐、 权、质询权、监督权，真正发挥家
优势互补，
受益最大的是孩子。
长在教育改革中的积极作用，落
但家校合作决不意味着家长
实为家长减负的必要措施。
做老师的事、
老师做家长的事，
而
强化对家长的基础教育，让
应该是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家庭教育真正回归家庭。
合作的基本前提是老师和家长真
学生课堂知识学习的内容本
正了解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特
该学校负责，现在却是家长纠结
点，明确自身有别于对方的法定
于孩子的作业、
考试成绩，
占去了
责任，找到自己在教育体系中的
大量家庭生活的时间，必然削弱
准 确 位 置 ，履 行 自 身 的 法 定 职
家庭的功能，大大影响家长履行
责。如果彼此的职责界限不清， 家庭教育责任的意识和能力。
把自己的该做的事强加给对方，
“陪写作业”
中反映出的种种
难免相互掣肘，
无异于强人所难。 问题，当然不排除家长自身各种

不尽如人意的行为和教育素质的
缺陷。但教育孩子是塑造人的活
动，
不是简单劳动，
比任何工作都
复杂。在我国，尽管近年来家庭
教育被摆在了很高的位置上，其
重要性被反复强调，但是在正规
的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关于如何
做父母的基础教育，没有家庭教
育指导专业人才的系统培训，缺
少指导和保障家长履行家庭责任
的切实可行的规划和措施，难免
导致家长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出现
偏差。
习总书记再次提出的“四个
一”
是家长的本分，
而家长不是无
师自通的，
需要接受
“基础教育”，
了解做父母的基本职责和法律底
线、
孩子应该享有的权利，
掌握家
庭教育的特点、规律和基本的方
法，学习如何营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等常识。只有家长获得正确的
角色认知、
有了准确的角色定位，
当面对孩子、应对纷繁复杂的社
会现象时，
才能多一分理性，
也有
利于维护自身的权益，
避免
“耕了
人家的地，
荒了自己的田”。
家长认真履行家庭责任，家
庭教育回归家庭，才能充分发挥
家庭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积极作
用，
这是学校、
社会教育机构都替
代不了的。
为家长减负、支持服务家庭
教育应成为重要的民生工程。
近年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
家

庭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
高。但是由于教育问题带给家庭
的沉重负担，家长的精神压力有
增无减，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受到严重影响。
家庭教育涉及亿万家庭，是
最具广泛性和基础性的教育，难
度大，问题多。广大家长为孩子
付出、为孩子烦恼，因为教育困
难、能力不足而对孩子的问题无
能为力，是最应当得到政府和社
会救助的特殊群体。但目前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总体上对家长
是要求多、服务少，指责多、引领
少，口号多、务实少，导致家长承
受着来自孩子、学校和社会的种
种压力，
是社会问题（尤其是教育
问题）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为家长减负，支持服务家庭
教育，应该被当作政府的民生工
程，而不仅仅就个体家庭孩子的
教育说家庭教育。民生工程就需
要有宏观规划、
法律保障、
政府支
持，
需要在指导服务者队伍建设、
搭建平台、开拓市场等方面下真
功夫。期待有一天，支持服务家
庭教育的政策措施真正到位，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真正形成，
家长能不为陪写作业所累，家庭
才有和谐、
幸福的生活，
孩子也才
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
著有《家庭教育是什么——
家长学习读本》
）

调查发布

家长打骂行为突出

孩子成绩层次较低

近七成家长陪写作业时情绪暴躁
张莹 李皎

背 景
家长陪写作业中出现的亲子
矛盾，已经成为家庭幸福感下降
的原因之一，成为亲子关系的一
大“杀手”。针对这一现实性问
题，日前，曲阜师范大学大学生
家庭教育研究会面向日照市六所
小 学 3000 余 名 家 长 ， 开 展 了
“小学生家长辅导、检查孩子做
作业”现状调研，涉及家长陪伴
情况、家长陪伴行为、家长陪伴
情绪以及家长认知等方面。

1. 家长成长意识有所提高，
自我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
97.2%的家长意识到了不良
情绪、不当陪伴行为对孩子成长
有深刻的影响，开始主动学习如
何引导孩子成长，同时也意识到
自身也需要不断成长。这是一个
好的现象，说明家长认识到教育
孩子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提升的
过程，认可
“活到老，学到老”
。
2. 家庭氛围差，缺少良好学
习环境的构建。
73%的家长能够意识到自身
性格、脾气以及孩子的学习态度、
习惯是影响家长辅导、陪伴质量
的主要因素。但是，有 97.42%的
家长没有意识到夫妻关系等家庭
因素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当夫
妻关系不和谐的时候，孩子的心
理会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进而
产生恐惧、悲伤、无助感等消极情
绪，不利于孩子心理发育。当夫
妻不和时，两人的焦点多在对方
身上，对孩子的关注自然减少。
经常处在这种压抑、消极的家庭
氛围中，孩子就会出现厌学心理、
逃学行为。
另外，有的家长在孩子面前
看电视、播放视频，造成孩子“一
心多用”，写作业时注意力不集
中，容易走神、分心；有的家长在
陪伴孩子作业过程中，对孩子过
于
“嘘寒问暖”
，一会儿送个水果，
一 会 儿 送 瓶 酸 奶 ，打 扰 孩 子 学
习。这类做法不仅对孩子的学习
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对孩子注意
力品质的培养起着负面作用。
3. 家长陪伴质量低，父亲陪
伴角色缺失。
数据显示，79.28%的家庭是
母亲陪伴辅导孩子作业，父亲的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第一是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二就是
跟孩子做亲子游戏。
”
这是著名育
儿专家陈帼眉教授的观点，在快
餐式生活节奏充斥社会、学习压
力倾轧家庭的今天，尤其值得重
视，
值得反思。

老游戏进入新家庭
因为专门研究过吴地游戏，
主 编 过 一 本《吴 地 民 间 游 戏 集
萃》，我发现吴地民间游戏有很多
都是家长可以参与的亲子游戏。
如何让老游戏焕发新的生命力，
全家一起动起来，把孩子从电子
竞技游戏中拉出来，
“过一种幸福
完整的运动生活”
，
是近几年我一
直在关注的问题。
亲子共同参与的家庭生活，
在今天的不少家庭中显得很奢
侈。有些父母忙于工作，无暇顾
及孩子的学习与生活情况，还有
些父母虽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但无法科学系统地引领孩子健康
成长。
我们学校秉承雅韵文化的育
人目标，
期冀培养文质彬彬、内外
兼修的学生。近年来，在吴地传
统游戏进家庭课程中，家长与孩
子共同参与到游戏中，在锻炼好
孩子身体、增强孩子运动能力的
同时，
增进了家长与孩子的感情，
带动了整个家庭的运动氛围。每
一个家庭大健康概念的奠定，又
反过来带动全校软实力与硬实力
都朝着生命的高度（运动能力）、
长度（价值观）、宽度（运动精神）
拓展。
实践证明，亲子游戏对家庭
成员健康锻炼和家庭成员之间和
睦关系都有促进作用，不仅使参
与的家庭成员体质、体形方面发
生了改变，更使家庭关系熠熠生
辉，
家庭生活
“闪闪发光”
。

朱静燕

有一种家庭作业叫亲子游戏

微论坛

日前，
《中 国 教 育 报》发 布
“2018 中国家庭教育年度十大热
点”，
其中之一是“
‘陪写作业综合
征’
刷屏朋友圈”
。家长为孩子的
作业着急导致心梗、脑栓塞、骨
折，
还有咬伤儿子的、
调侃要嫁闺
女求“亲家”
辅导作业的……尽管
这些都是极端的个案，
但是“不写
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
跳”却并非个别现象。这类问题
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是因为众
多的家长都有陪写作业的“切肤
之痛”。
在现实中，微信群里和微博
上，总有家长关于写作业的各种
吐槽：
“985 硕士，每天被 00 后作
业虐哭……”
“ 陪娃写作业，不仅
是让当代女性快速衰老的真正元
凶，更是破坏亲子关系的第一杀
手！
“
”我何尝不想要二孩呀，
可是
想想辅导老大把我折腾得变态，
就毅然断了这个念头……”
布置作业，是老师为了巩固
课堂教学所教的知识；写作业，
是
学生的本分。本是很自然的平常
事，
与家长无关。可当下
“陪写作
业”
何以有这么大的魔性，
让父母
对亲生的孩子暴跳如雷、把家庭
搞得鸡飞狗跳？问题的症结就是
家长做了不该自己做、力所不能
及却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做的
事。
“ 老师把家长逼疯，家长把孩
子逼疯”，
家长因为陪写作业伤害
孩子进而伤害自己、伤害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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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亲子关系和家庭氛围
很多家庭因亲子游戏发生的
变化，让我们相信，哪怕是些微的光亮，也能改变家庭成员间
的生活状态。
三年级的小罗同学从小由母亲和外婆带大，父亲忙于工
作，
与孩子关系不亲。小罗内向、胆小、优柔寡断，
缺乏男孩的
阳刚之气，
父子之间少有沟通。班主任给家长的建议是：
孩子
成长的过程中不能缺少父亲的陪伴，可以从每天的亲子阅读
和亲子小游戏入手，周末全家出游，拉近父子距离，增强彼此
间的契合度。
按照老师的建议，
小罗每天回家后用半小时完成作业，
晚
餐后室内散步 10 分钟，边溜达边听《新闻联播》。半小时后是
亲子游戏时间，内容有皮老虎、算十四点、拾子、家庭乒乓球
赛、炒黄豆、游戏棒、呼啦圈等。周末时，一家人走进大自然，
放风筝、钓鱼，
做抬花轿、两人三足、打水漂、揪尾巴等小游戏。
亲子游戏进家庭两个月后，
小罗同学变得脸色红润、活泼
开朗，
见到同学、老师会主动打招呼，
见到父亲更是主动说话，
每天都期待着父母能带他玩些什么有趣的小游戏。因为充满
期待，
父子之间亲密和睦，
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因此充满活力。
另一个让我难忘的例子是五年级的小 A 同学。去年 9 月
份，小 A 同学的体质测试成绩不是很理想，50m×8 往返跑的
时间是 3 分 20 秒，一分钟跳绳 76 个，一分钟仰卧起坐 18 个。
体育老师给小 A 的课堂诊断是：缺乏锻炼，回家每天进行适
量的专项性练习，
希望一个月后有大的改观。
根据体育老师的建议，小 A 妈妈给他设计了一系列家庭
体育作业，并且陪伴他一起完成。饭后 30 分钟，进行 5 组一
分钟跳绳练习，妈妈先跳一分钟，小 A 帮助数数，然后小 A 跳
一分钟，
妈妈帮助数数，
依次轮回。每天母子跳绳比赛记录在
册，成绩粘贴在家里客厅的墙上。睡前 30 分钟，进行仰卧起
坐大赛，
也是分成 5 组，
循环进行，
母子比拼成绩。
两个月后的体质测试中，小 A 的 50m×8 成绩是 1 分 52
秒，跳绳每分钟 158 个，仰卧起坐每分钟 41 个，综合成绩优
秀。小 A 母亲也成功减肥 8 斤，
身材变得紧致有型。

把课余的快乐还给童年
晋裔宸 （昆明师专附小月牙塘小学
昆明师专附小月牙塘小学）
）
陪伴不足。
母亲过多干涉家庭教育，不
仅使父亲角色在教育活动中的展
现受到压制，对孩子的成长也非
常不利。母亲的性格行为、情绪
对孩子产生浸染作用，强势的母
亲容易培养出懦弱的女儿，培养
的男孩缺乏阳刚之气，
对男孩
“女
性化”
趋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个健康的家庭，父亲的教
育角色举足轻重，甚至起着决定
性作用。人们常说丈夫、父亲是
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不仅仅指男
人负担家庭的经济收入，也指男
人在家庭教育中起平衡作用。父
亲教育角色缺失或性格软弱，会
对孩子的心态及成长造成非常严
重的不良影响。
4. 家长情绪控制力低，情绪
管理能力差。
68.25%的家长会在辅导、检
查孩子作业的过程中出现难以抑
制的暴躁情绪，其中 48.41%的家
长能够在事后的自我反思中意识
到打骂、责备、批评等教育方式对
孩子有消极影响，但却控制不住，
可见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最突出的
问题就是难以把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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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参加调查的孩子 67.97%的
学习成绩都是优秀或者良好。值
得注意的是，通过孩子成绩与家
长辅导行为表现的交叉分析可以
看出，责骂行为与成绩层次有着
密切的关系：打骂行为突出的家
庭，
孩子成绩层次相对较低。
家长的情绪是家庭生活的晴
雨表，
在家庭生活中至关重要，
所
以家长应该清楚自己的情绪到底
是怎么来的，
从源头做功课，
才能
真正掌管自己的情绪，让情绪合
理宣泄，而不至于对亲子关系造
成伤害。
5. 家长缺乏对孩子的心理关
怀以及有效沟通。
59.14%的孩子对家长的干
扰、批评行为表现出忍气吞声、无
奈接受的反应。亲子沟通是一门
艺术，家长与孩子沟通顺畅是化
解一切家庭教育问题的关键所
在。有效沟通、平等交流是双向
互动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家长单
向输出。孩子像小绵羊般温顺，
或 口 是 心 非 地 接 受 ，“ 左 耳 朵
进，右耳朵出”，其实都是漠视
家长的说教，是无效沟通的体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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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1. 营造良好家庭氛围，提高
陪伴质量，
加强有效陪伴。
家长陪孩子做作业时要放下
手机，
可以在旁边看书，
同孩子一
起学习。孩子自控能力弱，
很容易
被分散注意力，
感到作业枯燥也会
坚持不下去。家长需要有足够的
耐心，
想办法集中孩子的注意力，
调动孩子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提高陪伴质量的关键是营造
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
夫妻之间
即便发生矛盾也不要当着孩子的
面争吵，以免让孩子感到焦虑不
安。要多和孩子沟通、尊重孩子、
成为孩子亲近和信赖的朋友。当
孩子遇到学习上的难题，才愿意
和父母一起寻求解决的办法。
2. 学会管理情绪，培养良好
心态，
构建良好亲子关系。
家长要学会从孩子的角度思
考问题，
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学会
让情绪从适合的管道释放，比如
采用注意力转移法，强迫自己将
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冷静下来
再和孩子交流；还可以和孩子做
个小约定，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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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孩子做一个手势提醒自己，尽
量避免不良情绪伤害亲子关系。
3.以鼓励引导为主，
坚持正面
教育。
要正确看待孩子作业“不会
做”
的问题，
如果孩子认真听了还是
听不懂，
是能力问题，
家长要耐心
点，
多花点时间慢慢帮孩子补基础；
如果孩子走神、
没认真听，
是态度问
题，
需要适当地管教，
但不要暴力惩
戒，
情绪不要失控，
家长始终要保持
平和的心态，
及时鼓励孩子，
保持
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4. 掌握孩子身心发展规律，
不断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水平。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
体，
拥有不同的的性格、心理和行
为习惯，有的家长把孩子留给家
里的老人照看，
不仅疏于陪伴，
也
不了解孩子，
真正生活到一起时，
难免爆发冲突与矛盾。
家长还要与老师积极沟通、
细
致交流，
最好能学习一些教育学、
心
理学课程，
把握孩子心理特点和成
长规律，
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水平。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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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孩子沉迷于游戏，父母用亲
子游戏吸引他们减少上网打电子游戏的时间。很多孩子逐渐
习惯了每天亲子游戏乐一乐、周末亲子游戏玩一玩，
如果某个
周末因为天气原因不能外出进行亲子足球赛、羽毛球比赛等
活动，
孩子心里会空落落的。好在可以参考《吴地民间游戏集
萃》做些室内游戏，
同样能收到锻炼和拉近亲子关系的效果。
合适的家庭亲子游戏，
不仅让家庭生活变得丰富生动，
还
可以培养孩子的勇敢、自信、无私和责任感，同时唤起家长失
落的童真。
每次学校举行亲子活动，家长们都踊跃报名参加。五
（4）班蒋曾之的父亲蒋行俭与儿子报名了“两人三足”游戏，
他说：
“这样的活动意义重大，一方面可以让孩子在活动中体
验与父母间的亲情，
另一方面可以拉近家庭与学校间的距离，
使家校间有很好的沟通，
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
为了与儿子达到最佳的配合，爷儿俩在家里就开始积极
地练习。
“儿子练习得满头大汗，
我问他累不累，
儿子笑眯眯地
回答我：
‘不累’。
”
蒋行俭说，
“我知道儿子其实挺累的，
但他想
在比赛中取胜，
我也被儿子的这种精神感动了……”
六（3）班顾越同学的妈妈说，在他们家的“快乐跷跷板”
活动中，
她也玩心大起，
仿佛回到了童年。
“来到小区活动区，女儿快乐地坐上了跷跷板的一侧，笑
声如银铃般的动听，凉凉的空气里有一种久违了的童真。我
和女儿玩心大起，
随着跷跷板一次又一次被高高地翘起，
我坐
在跷跷板上笑得肆无忌惮，
引得周遭的人对着我们笑。
“
”望着
天空，心情如放飞的小鸟，在忽上忽下的跷跷板上，我就像一
个不想长大的孩子，
任性地放飞着心情……”
翻着家长们的家庭游戏手记，我的心情也感染着一种明
媚的色彩。愿更多的家庭也享受亲子游戏的快乐，让家庭生
活发出本来就该有的光彩。
（作者单位：江苏省太仓市新区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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