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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家访是否没有必
要？“最原始的实地家访形式，更有温
度，也更容易拉近教师与学生、家长间
的距离，是冷冰冰的文字无法代替
的。”市教育局德育处负责人表示，虽
然信息化手段，及时沟通方便快捷，但
传统的家访形式也必不可少。近日，
常州市教育局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

“大家访”活动，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学
校全校教师参与，对全体在校生进行
家访。

一学年走进50%学
生家庭家访

据悉，此次“大家访”活动是我市
教育系统“强作风、树形象、优服务”的
内容之一。从今年 10 月起至 2019 年
9 月，结合家长需求，教师通过走进学
生家庭、邀请家长到学校座谈、电话、
书信、网络等多种形式，与学生家长有
效沟通。其中，走进学生家庭开展家
访比率不低于50%。

根据要求，教师在家访过程中要
做到“四进家庭”：教育政策进家庭，学
困生转化措施进家庭，家庭教育指导
进家庭，心理生理健康辅导进家庭。
同时要遵循“五要五不能”守则，如要
客观评价学生，充分反应学生优点，诚
恳指出学生不足，共同寻找促进学生

更好成长的方法，不能只讲问题，不讲方
法等。“我们特别要求教师不能‘告状式’
家访，而是要以激励为主。”德育处负责
人表示，如今的家访并不是针对问题学
生，而是带着关注走进学生家庭，通过面
对面地沟通，架起家校沟通的桥梁。

家访，不放弃每个孩子

西新桥小学的学生小涛最近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以往的他智力发展相对
落后，性格内向，不善言语。如今，他
变得乐于与人交流，脸上时常洋溢着
微笑。而这一切变化都是源于班主任
李羚之的家访。“曾经我们都对孩子放
弃了，但是李老师一次次地上门家访，
让 孩 子 和 我 们 都 觉 得 备 受 关 注 和 鼓
舞，重新燃起了我们的希望。”小涛的妈
妈告诉记者。

原北环中学的学生小杰的父母做梦
也没想到儿子能考取重点高中。“如果没
有班主任胡珏，可能小杰连初中都念不
完。”小杰的妈妈说。偶然的一次机会，
胡珏因小杰生病送他回家，发现他家生
活条件十分困难。但小杰却因觉得丢
人，始终没有申请助学金。避开小杰，胡
珏单独来到家中与小杰的母亲交流，仔
细了解情况后，胡珏明白了小杰在学校
中沉默寡言的原因。胡珏悄悄为小杰申
请了助学金，同时不断激励小杰。一年

后，小杰顺利考上了理想中的高中。“如
果不是那次家访，可能就发现不了小杰
问题的根源，那就错失了一个改变学生
一生的机会。”胡珏说。

“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个体，而他们
的在校情况又只是其行为表现的一个方
面，或多或少存在片面性。”西新桥小学
教师李羚之认为，实地家访可以让教师
从另一个维度更全面地了解学生，以便
因势利导，更好地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从2011年工作起，他就有着实地家访的
习惯，所教学生的家访率已达 70%以
上。“通过多年的家访经历，我也总结了
对于不同学生的不同教育方式，这让我
在班主任工作时变得游刃有余。”李羚之
表示，一些家教严明的双亲家庭的孩子，
行为表现相对良好，老师更适合以朋友
的方式与之相处；而单亲家庭或父母疏
于管教的孩子，行为表现多呈不稳定态
势，教师要及时补位，适当充当其家长的
角色；一些留守儿童独立能力反倒更强，
他们需要更多的陪伴与交流。

家访形式拓宽，家校
沟通更和谐

二实小教育集团紫云校区的学生多
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家访中，该校老
师发现不少学生的假期生活无计划、有
烦恼、生活质量低。如何科学合理地利

用起假期？紫云小学教师程美琴用活
动团丰富学生的生活，同时利用平时的
家访机会，当面邀请家长作为团员参与
组织。“这也算是家访形式的拓宽，目
的都是为了畅通家校沟通。”程美琴告
诉记者，几次活动下来，家长们对于学
校的办学理念有了清晰的了解，对于
学 校 的 各 项 活 动 和 工 作 也 更 积 极 支
持。“从小到大我都没觉得自己这么能
干！大家都夸赞我，我觉得很有成就
感。”紫云小学的子豪的妈妈因为活动
团，发现了展示自己的舞台，也在此获
得了成长。

而在北环中学，学生也参与到了家
访中，进行学生小组合作式家访。“最早
是一个班级在做，后来发现效果不错，
就慢慢推广，现在这一家访形式已经成
为了我们学校的传统。”北环中学相关
负责人表示，让学生与同学家长沟通，
有时比教师与家长这种成年人之间的
沟通更有效。“互助合作小组存在的意
义就是相互监督，共同进步，让小组同
学之间向家长反映问题，能更及时也更
真实。”

“事实上，家访只是一种形式，不论
通过信息化手段，还是其他，最终目的都
是为了学生的更好成长。”程美琴表示，
只有教师与家长畅通无阻地沟通，才能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育人。

尤佳

我市教育系统开展“大家访”活动

家校沟通零距离 合力护航学生成长

常州市丽华二小是一所小巧精致，温馨幽
雅、充满人文气息的学校。学校在“和乐”文化
引领下，以“为人的健康、快乐、和谐发展服务”
为办学理念，不断推进教育创新。

作为常州市首家数字化试点学校，学校深入
推进互联网+环境下的课程改革，构建以儿童为
中心的生态课堂。目前，学校18个教学班中自带
终端进行数字化常态学习的班级就有15个。

作为江苏省科技特色学校和常州市英语课
程基地，学校扎实推进“科技类”特色课程和英语
快乐阅读课程，促进每个孩子多元智能的发展。

学校在“为人的健康、快乐、和谐发展服务”
的办学理念下架构了小公民课程体系，开展了
多维度的小公民实践活动，旨在为学生创设一
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成长模式。让学生正确处理
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习
惯的养成，健全学生人格，培养有德性、善合作、
乐探究、能担当的健康小公民。

“教育是植入骨髓的高贵，是危急时
刻的镇定，是对社会乃至人类的关怀。”
所以教育为公。有教育家说过：如果一
个孩子在7岁时知道了什么是美，他就
会用一生去寻找美！所以蒙童向善。将
善引出，并发扬，才是教育该做的事。

小学的孩子，尤其是低年级的孩
子不必懂大道理，只需做小事情。好

习惯受用一生，好孩子成长为好公民，
好习惯带来好影响，好影响行成好风
气。唯有从小做起，公民意识才能进
入良性循环。“在做中学”，“在参与中
学”，让实践变成成长的铺路石，让时
间成为酝酿美德的容器。教育者要弯
下腰，搀起孩子的手，以行导行，以心
换心。不急于一时，不仅于一事，社会

责 任 感 就 在 一 点 一 滴 中 强 大 起 来 。
“不以私的角度出发，以有利于大多数人
的视角去看待社会问题乃至涉及自身利
益的问题”，这是“公”的含义；行动有准
则，心中有他人，这是“公”的注解。在实
践中，小公民成长起来，必将发挥他们的
蝴蝶效应，影响更多的人。

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把帮助幼年
孩子形成纯善的品质作为首要责任，将
教育的重心放在引导未成年人形成正确
的三观上，那校园里呈现出的一定是

“人”的生机勃勃。由此可见，“小公民”
教育真是明智之举。

常州市清潭中学 刘倩

小公民 大作为
“上周末，我在社区阿姨的带领下，

体验了一把点钞，长大好想做一个银行
家啊。”“我和我的小队戴着社区独有的
小红帽，捡垃圾、扫路面、清楼道，干劲
十足。”“咦，社区不是刚请了一位民间
剪纸艺术家吗？你们没去了解一下非
遗文化吗？”走进六（1）班，孩子们正热
火朝天地分享着走进公共社区的活动
见闻。

学校开展“小公民教育”的实践研

究已持续了多年，针对实践中的真问
题，不断摸索前行。作为一名班主任，
我认为仅仅传授小公民知识是不够
的，更主要的是培育现代小公民的实
践能力和参与能力。因此，我们又在
班级里定期召开序列的小公民实践活
动：新春佳节，孩子们踊跃展示自我，
写福字送春联，让节日的喜庆在心头
洋溢；三月是学雷锋月，擦拭扶手、清
扫楼道，孩子们用一己之力为社区营

造整洁优雅的环境；炎炎夏日，社区职业
我体验；恰逢重阳，孩子们精心准备，为
爷爷奶奶送去欢乐；又值周末，我是文明
小百灵，拍摄社区中不文明的现象，发放
倡议，争当社区小主人⋯⋯

自开展现代小公民参与式学习的实
践研究以来，我们班便充分利用各类社
会资源，为学生创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和成长模式。分小队，定目标，开展多维
度的系列小公民实践活动，我班先后涌
现出一批健康向上的“五小”社区小公
民：守法小使者、环保小卫士、邻里小伙
伴、自主小能手、社区小标兵。

小公民教育，是教育，更是生活。开
展小公民教育的真谛正在于此——让学
生融入社会，融入生活。

常州市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赵静

践行小公民 行走大舞台

我校从 2007 年始就把“文明行为
习惯”的养成教育作为德育工作的重
点内容，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和外
来务工子女的逐渐涌入，我们把现代
小公民教育作为学校主动参与和落实
新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小公民教育
的实施，体现了对学校历史的尊重和
延续，更是着眼于培养未来社会人的
综合素养。

培养“五小五会”现代小公民，即
做举止文明、遵章秩序的守法小使
者；宣传环保，爱护环境的环保小卫
士；团结友爱、善于合作的邻里小伙
伴；责任担当、自理自立的自主小能
手；热心服务、富有爱心的社区小标
兵。五会是：会健体、会欣赏、会表达、

会合作、会创新。
我们整合了小公民教育的课程体

系，挖掘现有学科体系中的公民教育
元素，形成全学科育人的公民教育模
式；通过开发校本课程和主题式活动
探索了动静皆宜、开放有序的公民教
育课程体系；长程策划了小公民实践
活动体系，每个月都有相关的主题活
动内容，主题凸显，分层实施。由学生
家长、社区代表、学生参加的“论小区
的宠物饲养问题”的听证会；“小蚂蚁
在行动”走近福利院、养老院活动；“我
是社区健身倡导者”小健将社区行.....
丰富多彩的体验，拓宽视野，增长才
干。

完善班级、中队、学校的岗位建

设，引导学生根据年段序列自主设计岗
位，制定岗位职责，轮岗服务体验；学校
成立了学生校内申诉委员会，通过学生
接待日、约谈会、校长热线、校长信箱等
形式听取学生心声。这样做是捍卫儿童
的成长参与权，从儿童的成长需要层面
和主动发展出发，造就个性丰富、精神充
实的儿童个体。

我们与社区共建，着力打造 1234 工
程：签订一份学校和社区共建协议书；设
立双辅导员，聘请社区“五老”作为社区
服务专职辅导员，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担
任兼职辅导员，共同负责社区活动的指
导工作；设立三个社区实践基地：社区书
画苑，丽华老年公寓，丽三幼儿园；策划
4 大系列活动：志愿者服务、手拉手活
动、主题文化节活动、礼仪宣传活动。

我们在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学校公共
生活、社区公共生活以及更为广阔的社
会公共生活领域，促进了他们的公民知
识、公民价值观和公民行动能力等方面
的综合发展。

常州市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裴旭璐

和润熏陶滋养生命成长教育纵横教育纵横

QQ群：182431374

小公民教育是一种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在有效整合
各种社会因素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德育新形式。丽

华二小开展现代小公民参与式学习的实践研究，挖掘现有学科体系中的公民教育
元素，探索公民教育课程体系；整合各类社区资源，培养健康的“五小”社区小公民；
丰富育人活动等，在参与实践中逐步树立真正的公民意识。对此，你有何看法？

本期话题

话题领袖学校话题领袖学校：：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本报讯 四年一届的“张謇杯”
全国幼儿园优秀自制玩教具展评活
动近日在江苏海门闭幕。代表江苏
省参赛的常州代表队在此次评比中
荣获佳绩——常州市运河之星幼儿
园荣获全国一等奖，常州市天宁区天
隆和记黄埔幼儿园荣获全国二等奖，
常州市钟楼区盛菊影幼儿园荣获全
国三等奖。

据悉，本次大赛共有 31 个省参
加，929 件参审作品，其中 134 件作品
获得一等奖，占15%，312件作品获二
等奖，占 34%，438 件作品获三等奖，
占48%。

我市此次参赛的三件作品，来自常
州幼教老、中、青各个年龄段。她们根据
幼儿的兴趣与需求，因地制宜地挖掘、利
用周边可用资源，根据儿童经验、兴趣与
需求，合理设计精心制作出了一件件有
安全性、科学性、趣味性、创新性、教育
性的玩教具。这些自制玩教具都构思
精巧，童趣盎然，充分彰显了当下幼儿
园课程游戏化进程中以“幼儿为本”“自
主开放”等游戏精神与要求，获得了现
场评审团的一致称赞。其中，常州市运
河之星幼儿园的《玩转木塞》，选择了安
全环保、多变的低结构游戏材料“木
塞”。常州市天宁区天隆和记黄埔幼儿

园的《百变魔片》将一片片收纳柜魔片与
不织布等材料巧妙结合，开发了一系列
适合大、中、小各年龄段幼儿进行的综合
游戏。常州市钟楼区盛菊影幼儿园的

《魔力夹》的创意来源于孩子，和以往的
夹子类玩教具有很大不同，种类多、玩法
开放、收纳方便。

据了解，幼儿园自制玩教具为我
市 幼 儿 教 师 岗 位 练 兵 的 重 要 方 式 之
一。通过自制玩具，引导教师在生活
中善于发现身边的低结构游戏材料，
在游戏中仔细观察并捕捉孩子们的学
习需求。

（建装宣）

我市三件幼儿自制玩教具全国获奖

本报讯 近日，常州旅游商贸
客房实训中心（如境酒店）正式揭
牌。至此，该校已经实现旅游管理
类专业实践、产教融合的完善综合
体——吃（常州菜体验中心）、住（如
境酒店）、行（蒲公英国际旅行社）均
可完成校内一站式服务。

据了解，旅游商贸客房实训中
心由学校原旧宿舍楼改造而成，目
前，共有 41 个客房，包括 6 个主题
房，1 个套房，另有 2 个会议室。该
校负责人表示，取名“如境”，是期望
该实训中心在运营过程中建立一种

理念，开发标准，达到文化的国际标
准；期望在师生中产生行业的专家、精
英，也期望每一个入住“如境酒店”的
人能够到达一种自我的境界：“结缘在
儒境，心远天自宽”。

据悉，该校旅游管理专业为国示
范专业，客房实训中心的建成将有助
于学校进一步提升产教融合的高度，
成为学校综合素养提升的平台，学校
创意信息系将提供文创支持，未来有
望进一步完善酒店博物馆内容，升华
邮轮主题概念。

（王海燕）

常旅商：

客房实训中心正式启用

本报讯 11 月 9 日，江苏模具
智造人才培养联盟在常州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成立。联盟由全国机械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机械工业
教育发展中心及江苏省模具行业协
会指导，由联盟理事长单位常州机
电学院牵头联合大中型模具骨干企
业、科研院所及相关职业院校等 50
多家单位共同组成产教联合体与利
益共同体。

据悉，联盟通过“产、学、研、
用”相结合，以人才培养、企业职
工培训、科研项目开发、文化与技

术交流等为主要形式，整合联盟成
员及产业资源，提升联盟内模具企
业 的 应 用 研 究 开 发、生 产 制 造、维
修服务水平，促进模具产业与职业
教育的结合，带动模具产业快速健
康发展。

据了解，模具是装备制造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可带动相关产业的
比例高。目前，模具行业紧缺的是
高 素 质 和 高 水 平 的 模 具 企 业 管 理
人 员 和 中 高 层 技 术 人 员 及 高 级 技
术工人。

（尤佳 陈翼 孙晓瑨）

促进模具产业与职教结合

江苏模具智造人才培养联盟成立

本报讯 11 月 8 日，2018 中日
木结构建筑论坛在江苏城乡建设职
业学院举办，国内外先进木结构技
术的发展和挑战在此分享讨论。

此次论坛由日本木材输出振兴
协会主办，江苏城建学院亿造装配
式建筑学院、BXkaneshin 株式会
社、POLUS-TEC 集团承办。中日
木结构、设计类企业、建筑类研究机
构、高校代表等 120 余人次参会。
与会者积极探索中日两国木结构建
筑业企业间、校企间合作发展新思
路，内容新颖、观点独特。

会后，日方参会单位与江苏省城
建学院就中日木结构推广合作进行了
长达 3 个多小时的交流洽谈。后续，
双方将根据各自诉求建立教学与实训
合作关系。

据悉，本次论坛是该学院与谢
亿民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亿造
装配式建筑学院的又一次推进与合
作举措，校企双方共同立足于研发
和推广国际最先进的建筑技术，服
务建筑业发展和建筑技术技能教育
教学。

（张磊）

江苏城建学院：

举行中日木结构建筑论坛

12 日，省级节水型社会示范区考核验收组来到常州
市节水型示范点——青龙实验小学，进行实地考察验
收。省水利厅领导、专家一行实地察看了该校收集、净
化、应用雨水的管网、池、塘等节水系统的场地、设施设备；
学校龚建卫老师现场操作，展示日常师生用自主开发的
APP管理平台进行科技种植灌溉；金伟平校长简要汇报了
学校以实施科技种植课程为抓手，立体式开展节水活动。
一二年级在科学课中“认一认、画一画”，初步了解科技种植
与节能灌溉，三至六年级则包片认养管理，体验科技种植，
并进一步开设“青青财商”平台，将收获蔬菜网上销售。专
家们对该校在创节水型社区中的这一探索实践赞叹不已，
并建议将水循环系统的净化过程结合到育人中。

据悉，此次常州市被授予“江苏省节水型社会示范
区”称号，成为江苏省首家全域建成节水型社会示范区的
城市。 陈祎 王芳 图文报道

小学生这样体验
“雨水有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