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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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风温暖明亮
来自“三美”滋养

肖弋

英国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家校联合
的国家，近20年来更是密集出台系列政
策，鼓励家长深度参与子女的学校教
育。笔者去年赴英国第三大城市——格
拉斯哥做访问学者，以家庭教育研究者
和家长的双重身份，从“他文化”的角度
对英国的家校联合进行参与式观察，管
中窥豹，发现了有趣的“三易三难”现象。

想轻轻松松当家长，挺容易

格拉斯哥属于英国北部的苏格兰地
区，苏格兰在2010年实施了新的课程标
准“卓越课程”，其中一条是取消对小学生
学业成绩的外部评价，通俗地说，没有考
试了。因此，公立学校的教师没有提高学
生学业成绩的压力，相应的家长如果不想
管孩子的学习，没有人会出面干涉。

此外，学校几乎不给家长布置亲子
作业，学生的学业任务基本在学校完
成。这有三点好处：一是促进学生之间
的合作；二是教师可以随时对学生进行
个性化指导；三是学校提供手工作业的
场地和材料，节省了家长的时间和金钱。

想参与学校活动，挺容易

家长参与学校活动的机会非常多，
平均每周一两次。比如每周都有一小时
的“家长咖啡”时间，由一两个教师主持，
十来个家长边喝咖啡边聊天，没有主题，
无拘无束。教师会将聊天中家长的意见
和建议逐条记下来，向校长或相关人员
反映。

学校每周还有半天的“家长辅助教
学”时间，家长志愿者将帮助班级（不一
定是自己孩子的班级）教师完成户外教
学任务，搬运器材，和孩子一起完成某项
任务，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此外还有捐
款、捐衣服、家长开放日、图书超市、布置
会场、打扫卫生、观看表演等家校联合活
动，丰富又好玩。

想获得支持帮助，挺容易

文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对困难群体的关爱和特殊教育体系的建
立健全，在这方面英国教育有着成功与
成熟的实践。

家长要想获得学校的支持与帮助，
极其便利。学校会根据不同家长群体的
特点，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与建议。比如，
对英语非第一语言的家长，学校每周举
办“家长语言学校”，帮助他们提高英语
水平，融入本地生活。对于贫困、军人、
少数族裔、残疾儿童、单亲、手语使用者
等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家庭，政府、学校、
社区都有专门的政策措施，给予有针对
性的帮助。

想和班级教师见面，挺难

苏格兰小学实行的是“包班制”，一
个教师要承担除体育、音乐之外的所有科目的教学。我希望获
得班级教师的电子邮箱，以了解孩子的适应情况，却被行政办公
室人员温柔地拒绝了：“有事请给我们办公室发邮件，我们会帮
你转发给班级教师。”

为什么？英国政府发布的家庭教育政策，不是说全面支持
家长了解孩子的在校情况吗？对此，英国思克莱德大学教育学
院的同事笑着回答：“如果班级教师把自己的邮箱地址公布给全
班家长，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处理 30 多封邮件，那
如何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孩子身上呢？”原来，这是为了保证教师
在工作时间内，精力全都用在学生身上。

英国的各行各业都严格遵守上下班的作息时间，英国的班
级教师在工作时间之外加班和家长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家长提出的各种诉求全部由学校的管理团队负责分类处
理。家长想和班级教师见面，除了发邮件请求学校办公室安排
之外，还有一条常规渠道，就是每学期中间的家长会。

家长会时，学校会提前半个月向所有家长发放询问单，家长可
与班级教师单独见面，一对一“私聊”，但时间严格控制在15分钟之
内。班级教师不面向全班家长介绍情况，会把每个学生的课堂作
业和作品分别装在注明名字的盒子里，保护学生隐私。所有盒子
陈列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家长可自行找到自己孩子的作业和作品。

想认识同班的家长，挺难

根据文化惯性，我还想参加类似“某班家长群”之类的社交
群体，但这更是一个奢望，因为他们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

“归属”的需求，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自给自足，自得其乐。
在访谈中我发现，英国的小学班级历来没有“家长群”这一

做法，同班家长在接送孩子时会寒暄握手，旋即各自走开。他们
并不觉得人情淡薄，而将之视为人际交往的常态。相比国内24
小时不“打烊”的各种家长群，英国的家长不做比较，少了是非，
虽然淡如水，却平静而纯粹。

想把教材带回家，挺难

为了帮助孩子跟上班级进度，我想看看教材，以便在家帮孩
子补习。但学校办公室的回答是，教材不允许学生带回家；教材
的所有权属于学校，学校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并且是循环使
用，即当学生升入高一年级之后，教材仍留在原班，供下一届学
生使用。细细想来，这一做法既环保节约，还可以帮助孩子建立
起“心中有他人”的意识。

总之，苏格兰小学家校联合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外部氛围轻
松而内在规则严格。家校联合的地基是制定好游戏规则，不是
增加家长与班级教师之间的沟通频率，而是增加家长与学校管
理团队之间的沟通频率，主动权在学校管理团队手上。管理团
队一方面支持家长，帮助家长学习与成长；另一方面支持教
师，保障其不过多地卷入与家长沟通的琐事细节中，让其专注
于教育教学工作。

家校联合不在于学校给家长多布置亲子作业，而在于学校
想方设法地将家长吸引到学校，通过各种轻松活泼、富有新意
的活动将家长卷入学校教育过程，以获得家长对学校工作的认
可与参与。一旦家校之间建立起平等、互信的关系，最终受益
的将是儿童。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英国思克莱德
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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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的年头越长，离这个行业越近，
我越懂得“贵师重傅”的意义，深信支持老
师，就是优化孩子的成长环境；尊重老师，就
是铺就孩子的成长之路。因此，我从没给女
儿的老师增添过任何麻烦，也没有给任何老
师提出过特殊关照女儿的要求。

女儿上小学时，非常热心班集体活
动。一天放学回到家，女儿噘着小嘴，“嘭”
的一声关上了自己的房间。我赶紧进去问
她缘由，原来，学校要举行合唱比赛，老师
让她伴奏，但是她感觉领唱的女同学唱得
不如自己好，所以不想伴奏，想领唱，还自
信地说一定让班级获得一等奖。她带着祈
求的口吻跟我说：“妈妈，班主任是你的学
生，你能不能给班主任说让我领唱，我保证
不会给班级丢脸。”

我说：“不行！老师这样安排自有她的
道理。如果你觉得不妥，可以自己跟班主
任说。”她有点儿难为情：“我担心老师会认
为我想领唱是为了出风头，表现自己。”我
笑着说：“怎么可能呢？如果我是老师，知

道了你的想法，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你这
是对班级负责。”她没有吭声，开始做作业，
我回到厨房开始做饭。

第二天女儿一进门就兴奋地对我说：
“妈妈，老师让我当领唱了！”前一天的语
文作业是写一篇自命题作文，女儿写了自
己想当领唱的想法和理由，老师看到后，
排练时让她领唱了几遍后，决定让她领
唱。我为孩子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有一点
儿疑惑——老师会不会念及和我的师生关
系而改变了主意？

晚上我给班主任打电话询问原委。班
主任解释道：“真的不是因为您是我的老
师。我只知道她会弹钢琴，没想到她的歌也
唱得那么好。下午她试唱效果真的很好，同
学们一致同意让她领唱。我应该感谢她的
勇敢，感谢她对班级的责任心。”班主任还好
奇地问我：“高老师，您昨天已经知道了孩子
的想法，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呢？”我诚恳地
说：“班级工作肯定是您来做主。我现在是
学生家长，应该无条件地支持您、配合您，因
为支持老师就是支持孩子的成长。”

女儿的班级在歌咏比赛中果然获得了
一等奖，从此她对班集体的活动更加热心了。

还有一次，学校编排英语剧《白雪公主

与七个小矮人》，女儿想演白雪公主，可是
老师不让，她回家哭着说：“老师不让我演
没有关系，但是老师跟别的同学说是因为
我胖才不让我演的。”我听了有点儿生气，
但不能当着孩子的面指责老师，于是安慰
她说：“同学肯定传错了老师的意思。再说
了，公主也不一定是瘦的，也可以有胖公
主。你可以找机会证明你能够演好一个胖
公主。”

那段时间，女儿正好在一家英语培训
机构学习，她用功地熟背文章，经常照着镜
子自演自说。为了鼓励她，我不时组织家
人坐在客厅里当观众，让她一个人用英语
把《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各个角色串
起来，不断揣摩训练。

后来，这家培训机构到女儿的学校做
招生宣传，让小学员们在校门口表演英语
剧。女儿的表演引起了老师的关注，终于
让她在家长会上的英语剧《白雪公主与七
个小矮人》中扮演了白雪公主，演出很精
彩，女儿更自信了。

家长会过后，我给班主任打电话，委婉
地提醒老师要注意跟孩子们的交流方式。
班主任道歉后好奇地问我：“您为什么当时
没有找老师问一下呢？”我坚定地说：“我不

仅不能问，而且还要站在老师的立场上。
一是我不相信老师说了那样的话；二是即
使老师说了，也是无心之言，我一问，让老
师以后如何开展工作？三是不管老师有没
有说那样的话，我问了就会影响师生关
系。”班主任非常动情地感谢我对老师的理
解，维护了老师的尊严。我笑着说：“我也
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支持你们就是支持孩
子的成长。”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实现儿童和谐
的全面发展，学校和家庭要志同道合，抱着
一致的信念，始终从同样的原则出发，无论
在教育目的上、过程上还是手段上，都不要
发生分歧。家长和老师要合作愉快，就要
学会换位思考，为师者育人应三省己身，为
父母者遇事也应三省己身。行有不得，反
求诸己。

呱呱之子，各识其亲；譊譊之学，各习
其师。家长支持老师，就是支持自己孩子
的成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和老
师就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
两者同时发力才能保障孩子健康地成长，
并驾齐驱才能铺就孩子成才的坦途。

（作者系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焦作市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

支持老师就是支持孩子的成长支持老师就是支持孩子的成长
高闰青

家教主张

“如果把宇宙历史看成是一场 90 分
钟的足球赛，一分钟前恐龙上场，25秒钟
前退出比赛。而人类上场的时间才 0.25
秒钟。”父亲感慨于时间的转瞬即逝，“我
们应振奋精神，尽量拨亮人生的灯。”

在艺术追求上，父亲是个执着“拨亮
灯”的勇者。画得不好，重画；不会，就自
学，直到学好；生活节奏再忙，每天也要
抽空画几笔；大半个世纪坚持写日记，一
日不曾懈怠。

父亲言传身教，影响家人体会事物中
蕴含的精神美感。《蜜蜂的本色》是父亲辅
导我大姐的一幅中国画作品。在大姐读
小学五年级的那个暑假，小平房热如蒸
笼，电风扇送出的只有滚滚热浪。父亲专
注地引导大姐回忆蜜蜂的形象特点，总结
蜜蜂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方能采得百花造
福他人的本色，一遍遍细心演示表现蜜蜂
质感的笔墨效果。大姐对笔下娇小的精
灵心生敬意，空气中似乎添了一丝蜂蜜的

沁甜，她静心画出黑黄相间的小蜜蜂穿梭
于洁白花丛间。大姐说，蜜蜂那勤奋与坚
守的本色之美，色彩鲜明地定格在她心
中，时隔40年仍然印象深刻。

即使病痛将生活“折翼”，父亲也没
有放下画笔。68 岁时，父亲被诊断为鼻
咽癌晚期，接踵而至的放疗、化疗迅速让
父亲瘦得脱了相、掉光了牙齿、双耳失
聪。漫长的治疗中，父亲不曾抱怨一
句。他将病床变成了“画案”，一旦完成
当天的治疗，他便把被子掀开、画纸一
铺，开始画病房外天空中飘浮的云、病
友、家乡山水⋯⋯画面用笔轻快、色彩明
快，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姿态。

父 亲 投 入 地 创 作 着 心 中 的“ 桃 花
源”，有时护士端着药盘不忍打断父亲作
画，伫立一旁等他画完几笔，再叮嘱他吃
药。久而久之，整栋住院楼都知道有这
么一位“画家爷爷”，经常有楼上楼下的
病友来看他画画。一位三十来岁的病友

几乎天天来，他说：“我坚持不了治疗时
就来看看画家爷爷，他还在每天画画，我
这么年轻，更要坚持治疗！”在父亲病后
的画展中，为他治疗的医生、同期治疗的
病友都来了，他们不会画画，但他们感受
到父亲坚毅的精神美，彼此心意相通。
朴素的美感有这么强的感染力，让我们
深受触动。

生活因艺术而富有创意，艺术因源
于生活而内涵充实。父亲肯定生命中的
一切美好，以艺术力量拓展生命体验，以
艺术创作承载生活智慧和美好情感。他
对生活的热爱奠定了他“三美”美育观中
温暖、明亮的基调，他营造的艺术生活
化、生活艺术化的家庭美育，影响我们形
成珍爱生命、知足常乐、自信奋进的人生
观，让我们发现美、享受美，在生活中积
极塑造艺术之美。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湖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一日不曾懈怠，在历练中养成精神美

家风传承

他山之石

多年来，我们的家庭聚会经常交流各自
新创作的艺术作品。来自医学、化学、文学、
管理等多个职业的家人保持了对艺术的热
爱。这种艺术生活家庭氛围的形成，与父亲
长期的美育影响息息相关。父亲从不表白
他如何热爱艺术，他像一只永不停歇采集和
酿造美的蜜蜂，以他蕴含自然美、艺术美、精
神美的“三美”美育观滋养我们，将生活安排
得有情有致，让生活的美感如泉水般流入我
们心里。

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博才实验中学（学士校区）七年级 吴潇楚 绘

“走，我们出去走走。”这是课余父亲对我们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只要我们三姐妹认真完成
了功课，即使第二天有考试，这项自然观察的家
庭课程，他也不愿意停课。

如何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提炼美感？父亲鼓
励我们调动感官体验：细细看，发现各种物体
的独特“密码”——外形和细节的突出特点、
色彩变化；轻轻摸，感受对象的肌理和质感；
静静听，辨析蝉鸣、蛙叫、鸟啼、风声等声
音，品味音调的细腻柔和、粗犷高昂，节奏的
高低起伏错落、轻重缓急；慢慢说，看了想，
想了就说，鼓励大胆联想。

他认真地听我们谈感受，有时补充一点儿
看法，引导我们举一反三地提炼观察的要点，也
常会轻松、自信地在速写本上画起来。“这是不
是那片大芭蕉叶？”父亲指着画面上用铅笔侧锋
涂绘出的形象问我们。乍一看，眼前翠绿色的
芭蕉叶，叶脉规整清晰繁密，而铅笔画出的黑色
蕉叶，叶面上寥寥几根线条，对应不上叶脉数
量，几根粗犷线条画的芭蕉轮廓也没有体积
感。我们面露疑惑，好像不是一回事？

父亲示意我们走近芭蕉叶，看清楚它斜挑
的幅度变化，沿着主叶脉摸一摸，感受它挺拔、
光滑的质感，再引导我们对比着实物看画：线条
组合契合了芭蕉叶的主要形状，象征主叶脉的
线条流畅有韧性，潇洒地撑起了叶片结构，也体
现了动态；顺应主叶脉勾勒的几根旁枝叶脉，体
现了叶片的主要转折起伏，笔笔有讲究；铅笔绘
出的深浅层次，表达了叶面自然下垂的变化
⋯⋯我们欣喜地发现了艺术表达与自然之间的

“形似”，叶片颜色和叶脉数量不再是画芭蕉叶
的必要条件，能否把握对象的生动形态才是“通
过现象看本质”的要点。

就这样，父亲每次引领我们观察自然时开
展的形、线、色的组合尝试，都是一次新奇的发
现之旅，激发了我们探索艺术捕捉自然物象“神
似”奥秘的热情。

父亲还经常带我们去野外河滩寻“宝”，以
多种艺术形式观察自然。捡回形状和纹理有特
色的石头，依据特征巧妙组合盆景造型；采几棵
野草配上一些野花、野果，经过搭配，错落有致、
形色各异，成为家中玻璃花瓶的常客。花草干
枯了，父亲教我们制作标本、书签，让自然美留
驻在生活中。

“我们出去走走”，
在观察中感受自然美

父亲提倡“做中学”，他爱好广泛，琴
棋书画等丰富门类均有涉足，让我们对
艺术学习满怀期待。

他自学剪纸和中西绘画，作品刊登
于上世纪 80 年代《人民日报（海外版）》，
3次出版作品集并举办个人画展，每次推
陈出新。他自修书法、诗词、对联、散文、
歌词、微小说、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书
法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展
览，发表了 1000 余首诗词，各类艺术作
品获奖 100 余次。他从菲薄的工资里挤
出买书专款，为家人储备了一面面“书
墙”，书籍覆盖了艺术、文学、天文地理、
历史等内容，方便家人查阅交流。

家里不买玩具，我们观察玩具构造和
活动原理，自己设计制作风筝、陀螺、风
车、扇子等物品。在艺术创作和手工制作
时，他很自然地把我们培养成了小助手，
帮他整理绘画工具、裱布刷浆、裁纸磨墨、

打磨抛光、剪刻编织⋯⋯有时需要坚持几
个小时的操作，父亲便组织我们成语接
龙、轮流编故事、讲笑话，说笑中愉快地完
成工作。有时父亲提出只需要一个小助
手，我和姐姐们还得“竞争上岗”，分外珍
惜每次快乐而有收获的艺术实践机会。

父亲认为高效地安排好生活就是一
门艺术。他在生活中推行数学家华罗庚
的“优选法”和“统筹法”，探求如何有效
利用时间。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需要完成煮
饭、烧水、泡茶、洗菜、切菜、烧菜招待客
人等事务。父亲让我们每人快速说一个
事项的操作方案，就开始分工：大姐洗水
壶，灌上凉水，放在火上，等水开的时候
洗菜；二姐洗茶壶，我拿茶杯、茶叶；父母
与客人寒暄，菜洗好一部分时，大姐唤父
亲去切菜，大姐继续洗其他菜，洗切菜同
步推进；没过多久，水开了，母亲沏茶陪

客人聊天；二姐淘米煮饭，我洗葱姜蒜辅
助配菜；大姐将每份菜配齐在盘中，及时
递给父亲，父亲开始炒菜，；二姐收拾饭
桌，我摆好碗筷，轮流端菜上桌⋯⋯全家
齐上阵，晚餐准备环节衔接流畅，客人惊
讶：“这么快！”

待客人走后，父亲让我们分析各自
方案中哪些流程可以优化，还可以更省
时、高效。生活中这样的反复实践，让我
们逐步理解事物经过统筹处于和谐的关
系状态，就具备了艺术的美感。

在父亲看来，平实生活是浪漫艺术
的活力源泉。家人是父亲画速写、摄影、
绘画创作的模特原型，父亲将对家人的
真情、对生活的热爱无声地融入到艺术
创想中。当我们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看见
自己的形象时，既有发现新我的喜悦，也
有成为“画中人”的自豪感，更感受到只
要用心体验生活，生活中处处有艺术。

用心体验生活，在实践中认识艺术美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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