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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家庭教育工程”

带来可喜变化

■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和谐家庭教育工程” 实施四年来，

克拉玛依市家庭教育工作， 依托学校牵手

两代、 依托专家触动家长、 依托教师培训

家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家长参与学校的

活动多了，参与班级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了。

通过家庭教育作用， 提高了家长现代育人

的素养，学会了教育孩子的方法，为孩子的

成长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

目前， 克拉玛依市各校 （园） 家长学

校建校率达100％， 其中， 被推荐为自治

区示范性家长学校11所， 市教育局被推

荐为“自治区家庭教育县级示范单位”。

在服务引领广大家长的同时， 家庭教育工

作及理论研究的原创力得到明显提升， 已

设立“和谐家庭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等

几十个科研课题。 家长们逐渐成长为骨干

家长、 家庭教育志愿者。

孩子脸上

笑容更多了

克拉玛依市第十五小学学生小豪的

家长： 我是离异家庭， 独自抚养他。 作

为父亲的我经常出差野外， 孩子每天自

己拿钱买饭吃， 生活很随意， 久而久之

养成了很多不良习惯。 我性格粗暴， 平

时对孩子的学习不闻不问， 当孩子犯错

误时就拳打脚踢。 自从接受了家庭教育

指导后， 我渐渐地意识到了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 也认识到孩子的问题很多源于

自己的教育方式，我对自己平时的教育方

法进行了反思，开始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

活，积极配合老师，我的转变使孩子脸上

的笑容更多了，现在的小豪能友好对待同

学，懂得主动学习，本学期还获得了班级

进步生的荣誉。

克拉玛依市第十六小学三 （

2

） 班聂

佳敏的家长： 女儿性格胆小， 不善言谈。

当我接受了家庭指导师的培训之后， 我认

识到当孩子出现问题时， 不能一味责骂，

而是应该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理

解孩子，与孩子一起奋斗。 我尝试着改进，

果然，女儿很多方面都进步了，尤其是性格

开朗了许多，我感到很欣慰。

克拉玛依市第十六小学四 （

1

） 班汤

惠的家长： 我经常带孩子去新华书店， 或

者参观画廊、 看话剧、 看电影。 事后和孩

子一同讨论， 这样能开拓孩子视野， 会让

孩子的观赏能力与鉴赏力增加。

克拉玛依市第九中学校长孙定国： 家

庭教育的开展， 使家校矛盾大大减少。 教

师观念转变了， 专业培训让教师掌握、 学

会了与家长沟通的方法和途径， 使家校联

系沟通畅通了。 家校沟通内容变了， 班会

内容也变了。

克拉玛依市第六中学党总支书记阿依

古丽·卡孜： 过去开家长会，学习好的学生

家长不来，认为学习好没必要去，学习差的

学生家长不来， 认为孩子学习差， 去了丢

脸， 而且家长认为家长会就是公布学习成

绩的。现在不一样了，来了是真正沟通和学

习。

破解家庭教育四“问”

———新疆克拉玛依市实施“和谐家庭教育工程”的探索

■

本报记者 蒋夫尔

家庭教育该做什么？

搭建专业化平台及工作队伍

闫瑶在2008年之前只是一名普通教

师，如今，她是克拉玛依市第七中学家庭

教育指导站站长。

有了政府的主导和支持，家庭教育该

做些什么呢？ 面对这个问题，彭建伟的回

答是：建机构、建队伍、建体系。

克拉玛依市为家庭教育搭建了两个

网络：第一个网络：克拉玛依市家庭教育

研究指导中心———各区家庭教育研究指

导办公室———各校 （园） 家庭教育指导

站 （中心）， 构成了三级家庭教育组织网

络。 第二个网络： 由各校 （园） 全部成

立家庭教育领导小组和家庭教育指导站，

形成由校家庭教育指导站 （中心） ———

年级家庭指导委员会———班级家庭教育

指导委员会构成的校 （园） 三级家庭教

育组织机构网络。

这两个网络为各校（园）有序开展家

庭教育工程提供了组织机构保障，两个三

级家庭教育指导网络，确保了家庭教育任

务的层层落实，大大提高了整体推进家庭

教育工作的合力。

为建设专业化的家庭教育工作人才

队伍， 克拉玛依市财政投入500多万元专

项资金，全面实施中小学和谐家庭教育工

程“师资培训行动计划”，培养家庭教育指

导师队伍、家庭教育顾问队伍、家庭教育

讲师队伍、心理咨询师队伍、班主任队伍

等队伍建设，并把现代家庭教育的核心理

念纳入学校领导及班主任培训之中。

李霞告诉记者，4年来， 有300多名学

员完成学业结业并取得了中国国际人才

交流中心颁发的“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

证书， 有69人获得了家庭教育讲师证书，

15人获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证书， 有200多

名班主任完成了家庭教育专业化课程班

的学习。

除此之外，该市还有3700多人参加了

30课时家庭教育志愿者的培训。 2011年4

月，成立了市级“李霞家庭教育名师工作

室”，由23名成员组成，进一步促进了优质

资源的整合及示范和辐射作用的发挥。

该市还计划3年内全面完成全体班主

任教师各层次的家庭教育专业化培训，完

成万名家庭教育志愿者各种层次的培训。

从而形成一支结构合理、 专兼结合、 数

量保证、 具有较高素质的家庭教育工作

者队伍。

家庭教育该怎么做？

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

家庭教育该怎么做呢？

家庭教育的对象是家长， 家长们类

型不同、 层次不同、 职业不同， 教育难

度自然很大。 如何开展有效的教育呢？

克拉玛依市确定的家庭教育原则是落地

式、 公益性、 平民化的服务原则。 通过

创新服务家长， 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

素养的有效途径， 把家庭教育工作开展

好。

要把科学的育儿理念和方法有效传

递给家长， 需要科学有效的载体。

QQ群建设是一系列载体中规模最庞

大的一个。 目前， 克拉玛依市家庭教育

研究指导中心建立了指导师1群、 指导师

2群、 家庭教育自我成长系列群等家长群

组， 协助母亲志愿者群、 父亲志愿者群

建设。

同时， 各校 （园） 都在互联网上建

立学校QQ群、 班级QQ群、 呱呱视频课

堂等为家长服务， 在线家长达上万人次。

100％的指导师在QQ群利用业余时间为

家长免费辅导。 各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师

在学校或者社会建立的家长QQ群里为家

长服务， 大大拓宽了学习、 交流和服务

的渠道， 深受家长们欢迎。

克拉玛依市第八小学学生霍天的爸

爸说： “收获最大的是加入了八小家庭

家庭教育该由谁评价？

督导部门督导考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克拉玛依市，

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被赋予了对家庭教育

进行督导检查和评价的行政职能。 这创新回

答了家庭教育该由谁来评价的问题。

克拉玛依市督导室将家庭教育工作列为

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 建立家庭教育考评考

核、 评比表彰等多项制度。 采取网上评比与

自评互评相结合的指导站考核， 并将家庭教

育工作纳入新一轮校长目标考核， 保证了家

庭教育工作长效有序地开展。

为促进家庭教育规范发展， 市教育局研

究制定了 《克拉玛依市家庭教育指导站考核

细则》， 将家庭教育纳入学校领导任期目标

考核， 做到有管理机构、 有制度体系、 有计

划总结、 有激励机制， 先后出台了 《关于进

一步加强学校家庭教育工作的意见》、 《家

庭教育指导站管理办法》 等系列文件。

有了一系列评价和考核制度做保障， 家

庭教育的开展就有了推动力。

记者从督导方案中看到， 在家庭教育

工作督导评估体系要求中， 家庭教育在学

期初有要求， 每月有专家指导， 每学期有

指导， 年终有总结， 每两年召开一次总结

表彰会。

与此同时， 克拉玛依市各学校和幼儿园

也把家长学习与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考核挂

钩， 家庭教育工作与班主任、 家庭教育指导

师的考核挂钩。

家庭教育该由谁推动？

家庭教育成为政府行为

走进李霞的办公室， 宽敞明亮， 环

境温馨， 一盆盆绿色植物， 让人心情分

外舒畅。 她正埋头忙着修改马上就要举

行的一场家庭教育报告的方案。 李霞是

克拉玛依市家庭教育研究指导中心主任，

而在2008年之前， 这个单位还不存在。

成立于2008年的该中心由市编制委

员会设立， 隶属于市教育局的常设机构，

工作任务就是家庭教育。

为家庭教育设立专门的机构， 配备

专门人员， 并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进行

保障， 在新疆乃至全国，克拉玛依市是第

一家。 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局长彭建伟说，

关于家庭教育到底该由谁来做？ 曾经引发

过不小的争论，但最后都没有一个明确说

法。 之所以没有明确说法，根本原因就是

家庭教育不属于国民教育体系，是大教育

范畴。 无论说到谁，都可以管，但也都管不

了，大家没有相应职责。

2008年， 当克拉玛依市决定实施

“和谐家庭教育工程” 的时候， 该由谁来

做家庭教育的问题， 一下子凸显了出来。

真要将这个责任落到部门和人头的时候，

每个单位都能找到不该由自己来做家庭

教育的理由。

“家庭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仅靠哪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来做工作，

是无法推动的。 唯一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的， 只有政府。” 彭建伟说。

经过多方协调和努力， 2008年6月，

克拉玛依市政府决定成立市家庭教育研

究指导中心。 成立大会引发了全市高度

关注， 参会代表超过1000人。

克拉玛依市政府赋予了克拉玛依市

家庭教育研究指导中心行政职能， 从而

为推动全市家庭教育打开了突破口。

在这里， 家庭教育成了真正意义上

的政府行为。 家庭教育作为13项主要任

务之一， 写入了 《克拉玛依市“十二五”

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规划》。 在“十二

五” 要实施的四项工程中， 和谐家庭教

育建设工程是其中的一项。

2012年3月， 克拉玛依市 《关于大力

发展优质教育加速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意

见》 出台， 多处提到加大家庭教育力度，

决定大力推进和谐家庭教育工作， 营造

优良和谐的家庭教育环境。 成立市级和

谐家庭教育工程领导小组和市级家庭教

育专家委员会， 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队

伍建设， 拓宽服务渠道， 不断推进和谐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科学化、 现代化进

程， 不断提高广大家长的家庭教育素养，

形成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多元化。

“家庭教育成为政府行为之后， 无论

在机构和人员， 还是资金上都有了切实

保障。 今后我们在家庭教育上的投入将

会越来越大。” 彭建伟说。

教育QQ群工作， 让我对家庭教育有了新认

识， 也彻底转变了家庭教育观念。”

克拉玛依市还建立了克拉玛依青少年家

庭教育网、 少数民族家庭教育网， 并在克拉

玛依教育网、 学校网页等网络上建立博客资

源， 链接中国家庭教育网、 中华家庭教育网

等优质家庭教育网络资源， 各校 （园） 在学

校网页上开设家庭教育专栏， 开设制度建

设、 课题研究等栏目， 并与市家庭教育网链

接。

为促进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的有效衔

接和有机融合， 学校不断丰富家访、 亲子

活动、 家长开放日等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通过家校零距离沟通， 增进孩子、 家长和

学校的换位思考、 彼此理解与支持。 为巩

固家校联系制度， 学校制定印发了“家校

访谈记录卡” 和“反馈意见表”， 有些学校

还建立了“家校联系卡”， 印发家教问卷，

设立家教信箱， 搭建家教经验交流平台。

一些学校不定期召开家教经验交流会， 让

家长介绍科学教子方法。 更多的家长由

“经验型” 向“科学育儿型” 家长转化。

拓宽家教信息来源渠道， 各校通过推荐

家教教材和报刊， 开辟家教专栏、 家教论坛

等途径， 普及现代家教知识和教子方法。 同

时， 还参与组建“母亲教育志愿者”、 “父

亲教育志愿者” 团队， 深入社区、 企业开展

家庭教育救助与指导。

记者在克拉玛依市第九小学采访时了解

到，该校与社区、学生家长进行沟通联系，吸

纳社区工作人员、 社区志愿者以及重视孩子

教育的家长参与学校家庭教育工作， 与拓湖

社区、长征社区开展活动，促进了学校、家庭、

社区“三位一体”科学教育体系的发展。

日前， 由全国妇联、 教育部、 中央文明办等七部门联合编制的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

（2011—2015年）》 正式印发。 家庭教育该由谁来推动？ 家庭教育做什么？ 家庭教育怎么做？ 家庭教育谁

来评价？ 从2008年开始， 新疆克拉玛依市启动实施“和谐家庭教育工程”， 通过四年的努力， 成功回答了

家庭教育“四问”。 日前， 记者来到克拉玛依市， 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上接第一版）

可是， 李正龙自己也没钱。 为了挣

钱， 2011年暑假， 已获得高级摄影师证

书的李正龙疯狂打工， 以至于学校有老

师认为他急功近利。

暑假赚了1000多元， 加上此前为某

单位拍照赚的800元， 他全用来资助林生

三兄弟了。 李正龙很开心， 但紧接着的

事他没想到， 从此他成了3个孩子的“父

亲”， 林生在镇上的表现， 班主任都直接

与李正龙联系。

两年来， 孩子们对他产生了深厚感

情， 9岁的杨锦莉说， 因为有了龙哥哥，

她和同学们第一次过了圣诞节， 第一次

听到真正的英语， 第一次下山到吉首城

里， 第一次吃上了肯德基， 第一次坐上

了旋转木马……总之， 第一次太多了。

山里孩子的目光

扯着他的心

其实， 第一次上拉忍， 李正龙极其

难受。 因为山里缺水， 还不卫生， 那个

礼拜， 除了吃饭喝汤， 在城里长大的李

正龙， 硬是一口水没喝。

第一天晚上睡觉， 盖着潮湿发硬的

被子， 望着从门缝和屋顶上洒进来的点

点星光， 李正龙半夜未眠。 “冬天感觉

被子像结了冰一样。” 李正龙说， 后来，

他干脆将睡袋帐篷全搬了过来。

第一次下山买菜， 李正龙骑着刚学

会的摩托车， 熄火无数次， 硬是花了7个

多小时， 最后鸡蛋全部打烂在猪肉里，

孩子们美美地吃了一餐蛋炒肉。

第一次上厕所， 李正龙更是难忘，

学校没厕所， “穷讲究” 的李正龙好不

容易找到厕所， 却是与猪圈连在一起。

刚蹲下， 两只猪的前腿就搭到身后的木

栅栏上， 吓得李正龙提着裤子就跑。

“请我也不来了。” 每每这个时候，

他在心里这样发誓。 可是， 一回到学校，

只要没课， 他的心又飞到拉忍： 40多个

孩子， 龙老师一个人教得过来吗？ 林生

三兄弟， 生活费还没着落呢； 孩子们从

来没看过足球长什么样， 得买一个送给

他们； 冬天来了， 得买些棉衣送给孩子

们……就是这一个又一个理由， 李正龙

一次次来到拉忍， 孩子们渴求的目光像

一根无形的绳子牵扯着他的心。

“但是， 真的非常开心。” 李正龙说，

拉忍穷， 但村民们热情朴实， 两年里他

不知吃过乡亲们多少餐饭。 有个叫石树

怀的大姐， 还专门为他手工缝制了一套

苗服， 为他谱了一首苗歌， 歌词大意为：

“全村记着你的好， 永远记在心中， 得好

不忘李正龙。”

学校和同学们都

动起来了

2011年秋季， 龙文刚走进吉首大学，

给学校送上一面锦旗： “遍栽桃李树，

广育栋梁才”。 学校这才知道李正龙义务

支教的故事。

“李正龙爱好摄影摄像， 以往同学和

老师们见他老往外跑， 以为他是在外面

拍片子， 没想到他闷声不响一直在义务

支教。”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党总支副书

记向军告诉记者， 李正龙表现不错， 当

过班长、 院学生会副主席， 专业成绩也

很好， 去年还被批准入党。

学校党委书记游俊、 校长肖湘愚得

知此事后， 很快作出决定， 以学校党委

名义印发 《关于向李正龙同学学习的决

定》， 要求大力宣传李正龙同学的优秀

事迹， 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实践活

动， 并授予其“学雷锋标兵” 称号。 学

校还推荐其参加“湖南省优秀共青团

员”、 “2011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等

评选活动， 并组织全校师生为拉忍小学

捐款。

2011年11月27日， 向军等师生专程

到拉忍小学， 将师生所捐的2.5万多元现

金、 价值3000多元的书籍、 50套课桌和

2200多件学习生活用品， 送到拉忍小学，

同时拉忍小学也成为吉首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的支教基地， 学院在此专设

“爱心1+1奖学基金”。

“不仅学校， 社会上好多人也开始关

心拉忍了。” 李正龙告诉记者， 政府准备

为孩子们新建校舍， 广东的一个公益组

织已经捐了20万元， 驻村扶贫对口单位

州交通运输局捐20万元， 县教育局也筹

资7万元。

进入毕业季的李正龙， 正在参加选

调生、 村官考试， 他的理想是重回腊尔

山。 “新学校一定会建起来的。” 李正龙

憧憬地说。

爱心点亮山村孩子求学路

（上接第一版）

赛项分布更趋合理。 专业覆盖进一步扩

大， 三产比例更加合理。 在资源环境、 石油

化工、 国际贸易、 物联网等行业首次设赛。

一、二、三产涉及项目的比例为10∶45∶42，

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三类产业的比例大体

相当； 大部分赛项分别设有中、 高职组， 大

幅改变了以往中职赛项大大多于高职赛项的

不平衡状况。

国际影响大幅提升。 将有不少于40个国

别的代表观摩比赛， 使本次大赛成为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历史上开放程度最高的一次

大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 “有信心将本次大赛办成观察中国

产业现状与趋势的橱窗、 感受技术进步改善

生活的广场、 体验职业教育改革成果的课堂

和展示职业教育战线开放风貌的画廊。”

大赛期间还将举办“全国职业院校德育

与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会议”、“2012年民族地

区职业院校教学成果展演” 等多项活动。

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六月火热开赛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是北京师范大学与海南省区域合作项目之一， 是双

方共同举办的高标准、 创新型、 实验型完全中学。 该校为政府部门出资建设的国有

公办学校， 是万宁市直属事业单位， 校址位于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北新区， 占地面

积约

300

亩， 按照省级标准化学校建设要求进行设计施工， 并完成配套验收。 学校

按照现代学校的管理模式办学， 定于

2012

年

9

月正式开学， 现面向全国招聘校长、

学校管理干部及教师， 待遇优厚。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校长、 管理干部及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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