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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期末，儿子考试
成绩一落千丈。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面对妻子没有好气
的责问，儿子不语。“七
年 级 共 有 1300 多 个 学
生，你从 30 多名下降到
350 多 名 ， 也 太 离 谱 了
吧！”面对儿子的沉默，
妻子更加气愤地说道。儿
子仍然不语。

“这半年来，你干什
么了，课上干什么了呀，
你看看试卷，这么简单的
题目怎么就做不对呢？”

“我就这一次考差了，又
不是一直都考不好！至于
这样批评我吗？”儿子终
于爆发了。

我拿过儿子的试卷，
发现整个卷面书写非常潦
草，让人难以看清楚，于
是我平心静气地指出：一
是对待问题的态度不端
正，自我原谅不能从根本
上认识问题；二是学习态
度不端正、积极性不高，
七年级了仍然和小学生一
样，从不主动学习；三是
学习习惯不良，大题会做
但不全对，小题总出错；
四是对单个知识点的掌握
不够深入，更别谈灵活应
用与综合应用了。

听完我的分析，儿子心服口服。因此，当孩子成
绩下降的时候，家长不能一味地批评、抱怨，要知道
孩子的心情比家长难过得多，与孩子好好沟通才是解
决问题的开始。

我准备从抓书写开始培养孩子正确的学习方法、
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认真书写统
一态度端正、习惯养成与知识点的掌握。

假期里，我和儿子一起到“书法培训中心”报名
练习钢笔字。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工工整整、仔
仔细细地练字，儿子为了超过我，不仅练字认真，吃
饭时还比画着某些笔画、某些字怎么写。我读书做笔
记时也按老师的要求练字，儿子则把练字贯穿在复习
与预习中。一个月后，老师考核我们的钢笔字：我的
整体水平好于儿子，儿子进步得比我快。

后来儿子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原来的认识和
学习方法是多么幼稚啊，与爸爸一起比赛、一起学
习，让我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学习，更重要的是做
事、做人的道理⋯⋯”现在儿子稳居级部前 50 名，
有时还能考进级部前 10 名，工整漂亮的试卷经常被
老师在班上传阅，在全区硬笔书法比赛中还得了一等
奖。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徐庄镇建银希
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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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案例
“我们那么忙，哪有时间管孩

子”“教孩子是老师的事”“以前没
书读，现在只能背井离乡来打工，
可不能让孩子重走我的路，太辛苦
了”⋯⋯我们的家长大多是从全国
各地来东莞务工的，对孩子要么不
管不问，要么把摆脱自卑的所有希
望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不少孩子
在日记中写道：“爸妈很少过问我的
学习，一看我成绩差就会打骂。”“爸
妈不是加班就是玩手机，多想爸爸
妈妈能陪我参加一次春游。”漠不关
心或强迫施压，导致亲子关系恶劣，
孩子也因此产生了厌学心理。普惠
性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家校共
育之路该怎么走呢？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学一两节课解决不了问题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仅需要父
母提供衣食住行，更需要父母亦师
亦友的陪伴和引导。家长不该把改
变家庭命运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孩
子身上，更不能把学习成绩当作家
校联系的唯一纽带。为了让家长更
多关注孩子，我们通过家访、电
访、举行家长会等多种方式和家长
沟通，希望多让家长知道孩子在校
的学习情况，也了解孩子在家的表
现。

但现实情况却是，一旦老师打
电话或上门家访，家长要么过分敏
感——“是不是我家孩子又不听话
了？”要么不买账——“孩子快乐
就好，写不写作业没关系。”“我没
文化，不会教。”“现在的老师就是
不严，不听话就打啊，我们小时候
都是这样过来的”⋯⋯家长的敏感
情绪和极端思想，造成学生越来越
畏惧家校沟通，学习压力也越来越
大，很多孩子觉得“无论我多努
力，总是达不到爸妈的要求。”

面对家长的质疑与误解，面对
学生日益剧增的学习压力，我们深

深地感到：要想改变学生的学习
状态和家庭生活质量，关键是转
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提高家长的
家庭教育水平。

从 2009 年起，在东莞市教师
进修学校张润林老师的指导下，我
校开设了父母学堂，邀请专家来传
授科学的教育观念和专业的家庭教
育知识。刚开始，家长有新鲜感，
学习劲头十足：“哇，家长还要学
习啊？怎么一回事啊？我要去体验
一下。”“父母学堂的内容很实在，
又长知识了。”但好景不长，一个学
期后就有家长打退堂鼓了：“我没那
么多时间参加。”“专家说得很有道
理，我也认同，但放在我孩子身上怎
么就没效果呢？”看来，家长们急于
求成，希望上一两节课就能教育好
孩子，但家校共育显然是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我们能坚持下去吗？

立足家庭教育需求
家长收获了惊喜和信心

我们坚信，没有父母不爱孩
子，为孩子付出多少家长都愿意。
家长不愿来学习，并非否定我们的
做法，只是因为学习时间和工作时
间冲突，也缺乏被愿景激励的动
力。为了“师出有名”，我们重新
构建了“崇和悦上”的学校文化，
明确提出“和睿家长”的概念和标
准，建构起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
家长“持证上岗”制度。

和睿家长“持证上岗”的第一
步是优化父母学堂教学模式，立足
于家庭教育需求，激发家长的学习
热情。为了见证家长的蜕变和成
长，每一次培训活动都要请家长写
微感言，一开始听到的都是叫苦：

“怎么写？”“文化水平低，写出来
的东西会让别人笑话的。”但坚持
下来的家长却收获了惊喜：“真不
敢相信我居然能写出那么多东西
来。”满满的成就感和归属感，让
家长越学越有信心。

接着是制定 《和睿家长“持证
上岗”评价体系》，结合父母学堂

的学习教材及课程内容进行考核，
通过结业考试的家长获得结业证
书，实现“持证上岗”当家长。

坚持才有回报，坚持才能走出
困惑与迷茫、不解与埋怨。2015
年，我校第一批“和睿家长”顺利结
业。有位家长拿到证书后马上在朋
友圈动情地写下：“本以为我不行，
但我做到了；本以为我为孩子付出
了很多，但其实我的育儿之路才刚
刚开始。专家和老师说得没错，教
育真的是一个坚持的过程。为了自
己，为了孩子，我要继续坚持。”

许多家长感同身受：“用父母
学堂学到的方法跟孩子沟通，孩子
更愿意跟我聊天了，话题也越来越
多。”老师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
化：“今天学生居然主动邀请我去
家访了。”“昨晚很晚了，家长还给
我留言，询问孩子在校的情况。”

最可喜的是，孩子们在日记中
对父母的控诉越来越少，更多的是
记录与父母共处的温馨时光，课堂
上重现了天真、可爱的笑脸。

孩子的心理问题少了
班主任感到工作好做多了

父母学堂虽然能满足多数家长
的家庭教育需求，但不同家庭仍然
存在不同的教育难题，家长第一时
间仍然会来学校请教老师。为了加
大力度培养家庭教育指导师，我校
4 位老师参与了 《家庭教育 100 个
怎么办》 线上课程的视频录制，他
们深有感触地说：“学习专业的家
庭教育知识，不仅可以帮助家长解
答疑惑，还有利于我的教学和班级
管理，自己教育小孩时也受益，真
是一举多得！”

在教育好自己孩子的同时，持
证上岗的“和睿家长”也充分发挥
引领帮扶作用，逐渐和家委会一起
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为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积极参加志
愿服务，充当学生考试监考员，主
动策划组织班级活动⋯⋯

当家长在微信朋友圈记录这些

活动和体验时，每每引来其他学校
家长的点赞和羡慕：“真好，可以
参与体验孩子的校园生活。”孩子
们更是兴奋不已：“今天的六一活
动，我妈妈是志愿者。”“上次的期
中考试，我爸爸也来当监考员了，
还说原来老师监考很不容易。”

出席每一次父母学堂，参与每
一次家校活动，让孩子能看到家长
的身影，一股无形的影响力在孩子
心中慢慢生根发芽，潜移默化地促
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原来不爱参与
班级活动的孩子变得积极主动了，
爱捣乱的孩子也慢慢收心了，学生

的精神面貌和学习习惯有了质的飞
跃，班主任感到家长对孩子关注多
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少了，工作好
做多了。

在“崇和悦上”办学理念的引
领下，以培养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为目标，以帮助家长掌握系统的
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为抓手，我们
的家校共育之路快速发展，证明普
惠性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家长
也能实现从无知、无法、无奈到科
学育儿的华丽转身。

（作者单位：广东省东莞市清
溪联升小学）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长也能“华丽转身”
徐东亚 林丹凤 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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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益农小学创办于 1950
年 2 月，原名为夹灶乡中心小学。1997 年，随
着镇乡撤扩并工作的推进，原夹灶乡中心小学
与益农乡中心小学合并为益农镇中心小学，在
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
2018年学校搬入新校区，开启与杭州师范大学
合作办学之旅。学校位于萧山区最东端，濒临
钱塘江口岸，西与党山镇、北与党湾镇毗邻，
南与绍兴县接壤，是一所具有悠久办学历史的
学校，在历任学校领导班子和全体师生的共同
努力下，至今已成为浙江省示范小学。学校现
占地面积 56 亩，建筑面积 22883 平方米，现有
26 个教学班 （附设辅读班一个），1000 多名学
生。学校现任书记、校长孙伟良。有专任教师
68 人，其中在职中共党员 19 人。本科以上学
历 62 人，占全体教师的 91.18%。拥有萧山区
级及以上教坛新秀、优秀教师、优秀辅导员等
23名。

良好的教学环境和优秀的教师队伍为学校
的各项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一直以来，

“让沙地孩子在自信中快乐成长”是学校教育
的最终目的，让在这里求学的每一个学生做到

“人人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持续发
展”是每个益小教师共同的追求。本着这一核
心教育理念，学校在课程建设上从全局统筹，
结合属地人文特色，践行浙江省深化义务教育
课程改革指导意见中所指出的要求：“积极探
索拓展性课程的开发、实施、评价和共享机
制，体现地域和学校特色，突出拓展性课程的
兴趣性、活动性、层次性和选择性，满足学生
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提炼出了培养“书香
人、文明人、自信人、快乐人”的课程建设总
目标，结合“乡土人文”和原来的学生社团为
依托的特长培训等，构建了“基础性课程校本
化实施、拓展性课程个性化推进”的课程体

系，逐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风情南沙课程
体系。

风情南沙课程体系中，众多课程的内容、
开展的主题等都是以学校所在地——南沙大地
的风土人情为基础的，其具体课程构成是以国
家课程、地方课程为主的基础性课程和由风情
南沙综合实践课程、风情南沙体艺特长课程、
风情南沙科技实践课程、风情南沙德育课程为
主的校本课程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课程体系
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框架结构完整，实践路径
清晰，对学校特色课程的落实与发展起到了良
好的指导作用。

夯实基础课程，开展高效教育

基础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国家教育部
门对每个阶段的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技能、需
要达到的基本能力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基础教
育就是在此基础上保证每一个学生在每个阶段
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能力提升。有鉴于此，益
农镇小开足、开齐国家课程，为学生全面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学校在基础课程的设置上不
断创新，除了传统的教学课程，还结合南沙的
历史文化、自然风貌、人文底蕴设计了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校本课程，不仅丰富了基础课
程的内容，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了解自
己的家乡，爱上自己的故土。

除了在课程设置上下苦功夫，学校还不断
学习创新，利用先进的信息教育平台夯实课程
成果。自 2014 年开始，学校借助多功能先学
单和学校自行开发的先学平台，按照“先学、
展示、反馈”的要求，把学习权还给学生，创
建高效课堂，不仅让基础教育进行得更为高效
便捷，也为拓展性课程实施腾出时间和空间。

益 农 镇 小 的 多 功 能 先 学 单 ， 做 到 “ 一 课 一
扫，轻松学习”。多功能先学单的结构与功能
有 8 个区块：“导引区—导学功能、质疑区—
质疑功能、随记区—记录功能、练兵区—练
习功能、存档区—复习功能、先学区—先学
功能、统计区—统计功能、扫描区—互动功
能”，每张先学单上都有不同的二维码，借助
二维码这一形式，实现教师与学生、学校与
家长的“互动功能”。有些在课外先学的内
容，学生通过家长手机扫描二维码，可获得
时长 5 分钟左右的一个微课，来引导、帮助学
生思考先学的内容，这一办法不仅能让家长
了解学校的教学进度，更让家长能够参与到
学生的教育过程当中。目前已经有多个学科
的相应微课上传到优酷上，通过微课，实现
课前的辅导功能。

发展拓展课程，打造多彩生活

在益农镇小的课程体系中，各类特色拓展
性课程占据了重要地位。它不仅填补了基础教
育中学生兴趣才艺类素质培养的疏漏，更让学
生的校园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学校将拓展性课
程大致分为普适性课程与精品课程两大类，这
两类课程相辅相成，为“人人发展、全面发
展、个性发展、持续发展”提供优质的成长平
台。

普适性课程主要指全校学生都要参与的必
选课程。如学校特色的硬笔书法课程，益农镇
小作为 《中国硬笔书法》 杂志社挂牌的“中国
硬笔书法教育基地”，每个年级开设硬笔书法
课，会写一手好字是学校学生毕业前要达成的
学习目标。又如风情南沙“五心”德育课程，
以“五心”教育 （忠心献给祖国、爱心献给社

会、关心献给他人、孝心献给父母、信心留
给自己） 为主导，每个年级选定主题后，由
年级统一进行相关教材的编写，以年级为单
位授课，开展德育实践课程，并初步形成科
学的德育课程序列，丰富学校的德育内容，
提高学生品性和习惯养成。普适性课程在发
挥学校优势，培养学生特长，塑造学生品格
方面效果卓然，让学生留下成长记忆，感悟
成长快乐。

精品课程主要指风情南沙综合实践课程、
风情南沙体艺特长课程、风情南沙科技实践课
程。这三类课程有一定的传承性和创新性，多
在学校原有的精品社团基础上转变而来。精品
课程在课程设置和评价上更注重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需要，从而更能激发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
欲望。学校为学生提供“菜单式”选修科目，
学生在教师、家长的协助下，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和成长需求，选择一个以上的课程进行学
习，不仅让学生丰富了课余生活，更能培养孩
子们的一技之长。

学校结合办学特色以及教师、学生的特
长，设置了多种多样的实践课程。如深受学生
欢迎的“体艺特长课程”，其下就设有三棋课
程、球类课程、书画课程、葫芦丝课程、剪纸
手工课程、版画课程等多种课程，并聘请体艺
有特长的老师、学生担任指导教师，学生通过
走班形式，打破年级界限选择课程。除此之
外，开设了多种多样的科技实践课程，如电子
百拼课程、航海模型课程、无线测向课程、智
能机器人课程、头脑风暴课程、信息技术课
程、3D 打印课程、创客木工课程等，学生实
施“走班选修制”，实现资源共享。

通过多年积淀，这些精品课程已有了一定
的影响力，积累了丰硕的活动经验。

近年来，随着特色课程的深入实施，学校

逐渐形成了“一大特色”（德育特色学校）、
“二个基地”（原：省活动课程研究基地、中国

硬笔书法实验基地；新：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
直属实验学校、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实践应用
基地校）、“三类课程”（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校本课程）、“四大工程”（强基工程、砥
柱工程、秋实工程、名师工程）、“五个亮点”

（特殊教育、巾帼文明示范岗、三助工作、家
长学校、科技社团），为新一轮的发展构筑了
良好的平台。

用心对待每一个学生，为他们的未来负
责，这样的教育态度不仅成全了莘莘学子的精
彩人生，也让学校收获诸多赞誉。近年来，学
校先后荣获“全国红旗大队”“全国新教育实
验优秀学校”“全国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活动
先进单位”“浙江省示范小学”“浙江省标准化
学校”“浙江省健康促进金奖学校”“浙江省教
育学会农村义务教育分会先进集体”“浙江省
巾帼文明示范岗”“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状”“杭
州市依法治校示范学校”“杭州市人民满意学
校”“萧山区德育特色学校”“萧山区第一批文
明校园”等 70 余项区级以上荣誉。

回首往昔，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益农小学历
届全体师生用付出收获荣誉；展望未来，学校
将借助更高的起点腾飞翱翔。风雨兼程近七十
载，他们始终不忘肩上责任，保持初心，一切
只为学生的人生发展。在未来的时光中，我们
有理由坚信，这群拼搏的、快乐的、充满朝气
的益农镇小人将承载着他们的使命，朝着“办
一所理念先进、特色鲜明、质量优异的新优质
城镇小学”的办学目标和“培育具有南沙情
怀、博学多才、善于创新的新时代自信少年”
的育人目标，带领学生、带领学校飞翔在更广
阔的天空，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夏 庆 孙伟良 赵艳艳）

“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裹挟着千钧之力的钱塘江潮水沿江而下，随江水而下的泥沙和东海涌潮携入的泥沙淤涨，被一日两
涌的大潮推拥，逐渐堆积，便形成了如今的南沙大地。这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名扬天下的鱼米之乡；这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是钟灵
毓秀的风水宝地。我们今天所要了解的这所学校就孕育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它成立在新中国之初，几经风雨，在改革的浪潮中逐渐找到了自
身的定位，顺应时代发展，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不断创新，不断进取，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它就是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益
农小学。一直以来，学校紧紧围绕“构建适合学生发展的学校”这一办学目标，合理利用各方资源，结合自身优势，为学生创造宜人的教学环
境，打造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为学生的终生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品南沙风情 育时代少年
——记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益农小学特色课程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