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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八八旬旬奶奶奶奶相相依依为为命命，，老老师师给给你你更更多多的的爱爱
化马湾乡西庄小学 宗建丽

他叫小杰，是化马湾乡西庄小学
的一名小学生，他乐于助人，懂得合
作，成绩优秀，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
项活动，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老
师眼中的好学生，学生眼中的好榜样。
可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却来自
农村一个特殊的家庭。

他跟着八十多岁的奶奶生活，比
一般留守儿童更特殊的是，他的爸爸
妈妈都已去世，也就是说其他的留守
儿童父母虽然都在外地打工，孩子至
少还有期待，还有来自爸爸妈妈来自
远方的挂念，还有经济来源，而小杰有
的，只有年过八旬的奶奶。

小杰入学以来，一直是个努力的

孩子，什么事都抢着做，争着表现自
己，但他不是无可挑剔的模范生，而是
别具特点、与众不同的儿童中的一员，
毕竟从小没有父母的陪伴，孩子的努
力只是想获取更多的关注与更多的
爱。所以面对努力后的失败，孩子显得
异常伤心与难过，也比别的孩子更加
自卑。努力与失败在孩子的成长中形
成了强烈的反差。对这样一个“与众不
同”的特殊群体孩子，作为教师的我
们，必须正确认识他，研究他，将师爱
洒向他，让这迟开的“花朵”沐浴阳光
雨露，健康成长，让他在爱中留守。

为了树立孩子的自信，在班上建
立班级学习互助小组，把班集体“普遍

的友爱”倾注给每一个孩子，让他们能
够感受到集体温暖，感受到自己在班
上有一席之地。小杰比较聪明，学习成
绩还是可以的，所以就让他帮助班级
里特别活泼热情的小女孩，刚开始，小
杰不是很喜欢参与到帮扶活动，不怎
么爱说话，通过多次与其交流，树立其
自信心，与小女孩交流，让其用自己的
热情感染小杰，慢慢地，小杰爱说话
了，积极主动参与到了互助活动，他的
小组慢慢壮大，从一个到两个，从两个
到四个。他用他所学到的知识帮助了
其他同学，而且他同学给予他的，是羡
慕的目光，尊重与满满的爱。

有了同学之间的友爱，孩子在集体

生活中变得快乐了，而有了老师的爱，
孩子会更乐于把这个集体当作自己的
家。作为教师，平时我会找合适的时机
找小杰拉家常，谈谈自己的过去，谈谈
上学时的经历，不论成功还是失败，甚
至有时还抖抖“丑事”，缩小与其心灵间
的距离，真诚与其交流，侧面询问孩子
在生活中的困难，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
与解决方法。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
题，帮助其解决问题。真诚的付出得到
了他的回报，慢慢地他与老师无话不
说。

现在的小杰是快乐的，是优秀的，
他是在爱中成长的儿童，期待他会有
一个美好的未来。

家访是班主任走进学生家庭的
一种访问，通过了解学生家庭的具
体情况与学生家长交换意见，共同
提升教育效果的一种方式，它是架
于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桥梁，有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过，家访这个在以前曾经使
用频繁的用语，如今有人认为：教师
与家长、学生的交流和联系完全可
以通过电话等渠道完成了，没有必
要再进行费时费力的家访了。是不
是家访真的过时了，不再具有现实
意义了呢?

著名青少年教育专家周长根
说：“现在不少学校和教师，通过电
话了解情况，但这只是声音的传递，
代替不了面对面的感情交流，实地
踏访。”由此可见，家访作为对学生
进行全面教育的好形式，任何时候
都不能丢，尤其在当今社会里，我们
更应注重研究如何加强家访，如何
讲究家访艺术，提高家访的效果。

作为一名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
长，多年来一直提倡并实施家访制
度。我深刻地认识到，家访是缩短教
师与学生、家长的距离的不可替代
的手段。

在大家传统的记忆库中，家访
是个贬义词，似乎只有表现差了或
成绩倒退了才会有家访，这是很多

家长和学生所共有的意识。我们要
重视家访的科学性，在家访前摆正
自己的观念，

家访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出了
问题之后”，也不要仅仅局限在“差
生”身上，家访要面向全班学生。这
里着重提出两类学生。

其一是对各方面都表现不错的
好学生，有必要进行家访。家访中对
好学生表扬、肯定，增强他们的信
心，自不在话下，更为关键的是：通
过家访，与家长沟通感情，促使家长
协助强化、巩固学校教育的效果，使
好学生不是安于现状，而是在自己
已有的基础之上，得到进一步的提
高。

其二是对中等学生进行家访更
有必要。因为在班级里，中等学生是
最易被班主任忽视的群体。虽然他
们在班里听话，在学校里不捣乱，学
习成绩又不拖后腿，比较安全，但许
多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部分学生身
上。中等生没有优等生那样自信和
优越感，一般比较刻苦，但也正因如
此，他们往往在心理上存在一些健
康问题。班主任可以在家访中对他
们进行仔细观察与研究，找到对他
们进行教育的突破口。从而有效地
完成对学生的教育。

家访需要全方位地照顾到各

层次的学生，只有面向全体学生，
才能摆脱过去总是访问“坏学生”
的印象；才能克服学生对家访的恐
惧和反感，也才能消除家长的紧张
感，最终脱掉家访等于“告状”的帽
子。

班主任走进学生家庭，访问学
生及家长，目的就是要进行交流。在
现代社会中，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
教育好自己的子女，没有哪个学生
不渴望自己成才。这一普遍的心态，
正是班主任搞好家访的一个重要条
件。

因此每次家访时，我们不妨打
破家访是“了解情况”、“商量对策”
的定格，把它作为一个联系学生与
家长的契机，一个便捷的通道，一种
有效的途径，加强交流，以心灵感受
心灵，以感情赢得感情，从而建立起
一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友情与
工作关系，使家长从心底萌发出一
种“自己人”的感觉，自觉地担负起
教育孩子的责任，同时也在学生心
目中埋下一颗真诚的种子，使他隐
隐产生一种亲情、一种信赖，甚至视
老师同父母，彻底扔掉师生之间的
那种心理距离感，使他不再反感教
师的正面引导，从而实现学生自我
教育的目标。

家访，是沟通学校与家庭、致力于共同
教育好学生的一道不可或缺的桥梁。在市教
育局的推动下，“万名教师访万家”正有序进
行。

作为一名班主任，深感此次家访活动受
益良多，我们不仅能够身临其境了解不同孩
子的家庭生活环境，而且对今后的教育教学
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活动中，让我
感受颇深的是对班内一位同学的家访。

甜甜是一中长城路校区2016级学生，省
庄镇羊南村人，家庭条件困难。她性格内敛，
容易害羞，比较腼腆，说话不多，在校表现极
好，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生活简单朴素，品学
兼优，是个稳妥踏实的孩子。

家访时，我发现她的家庭情况要比我之
前了解的要糟糕得多。映入眼帘是黄泥砌的
房子，照她的原话，就是“家徒四壁”。一家三
口生活非常拮据，父亲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
收入全靠母亲操持一亩三分地，以务农为生，
无奈父母两人都有病在身，常年吃药。

本该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幸福家庭，
却被一场争执彻底打碎，自此发生骤变，成
了农村低保家庭。这场争执发生在甜甜还是
不记事儿的小孩的时候。那时候甜甜爸爸是
水泥厂的工人，工厂按袋计算工资，为养家
糊口，甜甜爸爸通常会早起上班，多干点活
儿，未料想却因此得罪了同事，争执之中跟
人动了手脚被揍了一顿。

纠结于此事的甜甜爸爸，难以释怀，沉
默寡言的他不时喝些闷酒无奈“发泄”。在这
样的精神刺激之下，不久，年富力强的他被
确诊患有精神性疾病，此后更是遭遇三次车
祸，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面对幼小的女儿
和患病的丈夫，甜甜妈妈用瘦弱的肩膀撑起
一个家的重担。她说生活原本很苦，说出来
的苦叫做软弱，若哭，只能哭给自己听；欢乐
其实不多，把苦埋于心里才是坚强。她的勤
劳、坚韧让我们动容！可十几年如一日的艰
苦生活下，甜甜妈妈身陷抑郁的网罗，严重
的失眠障碍、持续的悲伤无助、食欲不振等，
也使她药不离身。正是为了甜甜，她才苦苦
支撑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向周围邻居
和同学们全面了解甜甜同学的各方面现状；
其次，帮助缓解生活苦难，给予物质和经济
上的帮扶，联系各方面相关人士开展帮困助
学金、爱心基金、社会助学、“手拉手”活动等
爱心助学活动；第三，帮助学习提高，提供学
习资料 ,关注各科学习情况，帮助优化学习
方法，解决学习困难，提高学习质量，养成良
好学学习惯；第四，帮助品德养成，关注心理
健康，帮助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健康成长，成人成才；最后，帮助家庭教
育，优化家长教育理念，指导家长进行科学
的家庭教育，与学校共建良好环境，共促学
生健康成长。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这是诗
人泰戈尔的一句名言，也是甜甜的座右铭。家
庭没有给她富裕的生活，可家庭和学校也不
能给予她贫瘠的思维。对她，对于特殊困难学
生，我们应当用心呵护、用爱铸就。

家访是沟通教师、孩子和家长
心灵的桥梁，通过家访可以让孩子
和家长都感受到教师对学生的牵
挂和关心，寄予的厚望。特别是平
时我们关注不够的学生，更是让他
们觉得温暖，倍感兴奋、欣慰的感
觉：原来自己也并不是一个被“遗
忘的角落”，自己在教师的心中也
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教师还是注视
和关心着自己。家访活动带给我们
的收益有很多。

我校有一位教师家访的对象
是后进生，对于他们是“雪中送炭”
给以“温暖”，多给差生家长“报
喜”。去年六年级有一个学生，学习
成级一直不理想，性格较粗野，不
服从老师管理，常常和学生动拳
头。教师多次和家长反映这一情
况，但“棍棒教育”不但无效，还产
生了抗拒心理。

针对这种情况，该教师改变了
方法，利用时间去寻找这个后进生
的闪光点。他喜欢打篮球，在篮球场
上表现不错，其他同学都佩服他。该
教师从他身上找到了积极的有利于
转化的方面和因素，找到了教育的
突破口，特意对该生进行了家访。

刚跨进他家门，他父亲预料孩

子又出事了，脸阴沉沉的，让孩子
出来。我赶忙解释：“请不要误会，
我过来顺便看看。”气氛缓和了。我
当着家长的面表扬了学生，家长很
吃惊，他说从来没听过孩子的好
话。学生也非常感激，脸上有了笑
容。时机成熟，和家长一起谈了督
促孩子在暑假复习功课的方法，并
鼓励学生认真迎接新学期的学习。

老师去家访，和学生的距离拉
近了，更利于了解学生的生活、思
想。学生在学校如何表现，在家又
如何，老师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对症
下药。在家长、学生、教师三方面对
面的时候，这种直接的交流更容易
使师生间产生信任感，沟通就进入
了良性的快车道。

此外，家访时，我校的老师们
也注意家长的精神状态、身体情
况、家庭气氛等条件，随机应变地
调动访谈方式和内容。教师亲自上
门家访也能让孩子们从心里体验
到“荣耀”，尤其是学习差的孩子，
他们往往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的友
谊，他们往往存在自卑心理，这样
的孩子能把老师迎进家门做客，他
们视之为“荣耀”，而因这种“荣耀”
能有效地激发起他们潜在的学习

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就是
最好的学习动力”，尤其是小学生，
他们的学习动力决大多数首先取
决于对老师的喜欢。一旦喜欢老
师，则学习的课程对他们就有无限
的吸引力，这样，就能形成良性循
环，让孩子逐渐自信起来。

在这次家访活动中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如:

留守儿童的问题仍然是学校教
育管理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有的家
中父母外出打工或者做生意，孩子
交由爷爷奶奶管教，长辈的宠爱使
得学生心理放纵。

单亲孩子的教育问题：来自单
亲家庭，特殊的家庭环境让学生的
心理有阴影，这些都对教育工作增
添了难度。

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心切，对子女有求必应，以至于溺爱
和放纵，养成了骄纵的心理，他们在
言论、态度、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挑三
拣四，爱耍小脾气等不良行为。

家访是一门学问，是一门永无
止境的艺术。愿我们所有教育工作
者能虚心请教，在“三尺门外”，倾
心奉献，把家访工作推向一个新阶
段。

学会多给差生家长“报喜”
宁阳十一中校长 薛华

家访——— 面对面的感情交流
山东省泰山中学副校长 宋玉成

教师

随笔

教师

随笔

用心呵护 用爱铸造
泰安一中长城路校区 杨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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