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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昨天，正在校门口执勤的工农村小学副校长陈岭收到学生家长孙先生亲
自递交的感谢信，感谢学校老师走进家庭，对孩子展开家访。一封感谢信表
达着新区万千家长的心声，也成为新区万名教师大家访意义的生动注脚。

自9月初开始，新区万余名教师展开家访，让新区学生以及家长重拾久违的学校与家
庭的教育互动，截至目前，新区已有15万人次学生接受家访。

“家访”回归，带给老师、学校、家长哪些收获与意外，又给当下的教育带来哪些触动与
思考？本报记者连日来为此展开走访调查。

在回归中重塑

而在老师们看来，家访也是实现家校共育、让老师

更加了解学生的有效途径之一。从事教学工作二十一

年的大田小学班主任老师杨丽华告诉记者，自从教以

来，她就坚持对孩子进行家访，并且取得良好的育人效

果。一直扎根农村教育的杨丽华之前有一段时间曾住

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跟村子里的学生和家长都格外熟

悉。遇到哪个学生不听话了，或者不想上学了，她总是

第一时间就能与家长取得联系，了解到孩子的内心世

界，从而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家长们对她也是格外地信

任，不少家长家访时还会说“老师您随便打，随便骂”。

虽然家长们这样说，但是杨丽华并不认为打骂就是教育

孩子的有效方式，相反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学生家

里苦口婆心地劝孩子和家长，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作为农村学校的老师，她对家长们的农忙时节也

是了如指掌，在家访的时候错开农忙时节，在不打扰学

生家长农活的前提下去家访。如今，农村家长的观念

也开始转变，格外地重视孩子的学习，但是却缺乏相应

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杨丽华除了

向家长反映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外，还会向家长传授一

些教育方法，与家长一起帮助孩子成长。而走进家庭

式的家访，也拉近了老师和学生、家庭之间的距离，让

学生和家长更加信任老师。 记者 韩春霞

让不少家长意外的是，孩子们在家里见到老师

不见丝毫的紧张，跟自己当年读书老师家访的时候

完全不是一个状态。家住拥军里的严女士说，自己

当年读书的时候，特别害怕老师来家里。严女士说，

前阵子听说老师要来家里家访，她和老公都有点紧

张，没想到跟孩子一说后，孩子却特别高兴，还盼着

老师来家里。“老师一进门看他们和孩子打招呼的场

景就跟朋友见面似的，一看就特别亲，不像我们那时

候那么生疏。”严女士说，等老师进门后，孩子表现得

也跟平时在他们面前差不多，说话时偶尔还会调皮

一下。而老师们谈话的内容也不是告状式的，而是

拉家常式地说一些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方面的

内容和表现，还句句带着鼓励和关爱，让孩子和家长

的心里都特别舒坦。 记者 韩春霞

今年9月，滨海新区教委开展以“弘扬高尚师

德 潜心立德树人 促进和谐共建”为主题的万名教

师大家访活动，教师们或是来到学生家、或是按照

家长意愿到学校、或是通过电话和网络进行多形式

家访。多种多样的家访方式，不仅拉近了家长与学

校之间的联系，更拉近了老师和学生、家长的心灵

距离。在塘沽工农村小学，学校提前对老师们进行

了分组，在事先与家长联系后确定上门走访对象，

对于一些离校较远或者不方便接待老师的家庭，则

采取电话家访或视频家访的形式。整个家访过程

中，老师们不仅了解到学生在家的情况，同时还向

家长征求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记者 韩春霞

“如何了解学生走进学生心灵，怎
样才能走进学生的生活圈子，了解他们
的另一面？家访就为我们教师提供了
一个这样的平台。”天津师范大学初等
教育学院院长丰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不论时代怎么发展，通讯工具怎
么发达，信息获取渠道怎么多元化，教
育仍然需要不忘初心，回归本源。大家
访活动，就是让我们的广大教师走近学
生，掌握学生家庭生活和家庭教育的第
一手资料，拉近老师与学生的距离，为
家长与老师沟通搭建交流平台，形成家
校教育合力。

丰向日认为，如今的家访，不再
是“告状”，不再让学生提“访”生畏，
不再让家长受“访”生愧。教师要在
可能的情况下，经常进行家访。只有
走进学生生活，切身感受学生的成长
环境，才能对学生进行全面认识、分
析和理解，真正实现“一把钥匙开一
把锁”。 在家访中，向家长反映情
况，应力争全面、客观、具体，不能“报
喜不报忧”，更不能只偏重于学生不
足的一面。

丰向日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出发
让家访变得更加科学。一是家访之前
目的明确，准备充分。做到熟悉学生家
庭的基本情况、学生在校的基本情况、
学校的基本情况，以便家长更好地了解
学校，更好地配合学校教育。二是家访
中围绕问题，有的放矢。家访中，教师
要有明确目的，讲究交流艺术，切记家
访不只是老师了解学生家庭背景的过
程，也是家长认识老师、了解学校的过
程。三是家访后分析总结，及时反
馈。教师要撰写家访随笔，认真记录
所访学生的基本情况，以及教师的随
感、心得和反思等，以便日后开展有针
对性的教育。 记者 路熙娜

眼下，新区开展的万名教师大家访

已近尾声。从时报记者实地调查中可

以看到，家访行动得到学生家长的点

赞，说明行动真正做到了他们的心上。

教育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育德育

人，这就要求教师要为人师表，遵守职

业道德，弘扬正确价值观。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教育行业却

显现出其浮躁之气，部分教师“走穴”兼

职课外培训赚外快，收受家长财物；把

自己凌驾于家长学生之上，对人颐指气

使；更有极个别教师师德败坏，甚至走

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教育与教育的本

质相脱节，人民教育与人民却渐行渐

远，不得不让人沉思。

新区教育系统发起的大型家访行

动，正是切合学生、家长需求的实在之

举。通过家访，学校与家庭相互沟通、

有效互动，重要的是这种形式，让教师

走进家庭，走进孩子的内心，更全面地

掌握孩子的情况，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也让教师队伍弘扬师德蔚然成风。

教育必须以学生为本，而家访回

归是对“德育为本”理念的继承和发

扬，也是重塑师德的开始。相信新区

的这一举措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会不

断加以实践总结和探索，取得更佳成

效，由此开启清风徐来、满眼春色的教

育新格局。

家住揽涛轩的王先生是一名70后，在他的印

象中，自从上小学起，家里就有了电话，老师除了进

家庭家访外，还会进行电话家访。只要稍微不听

话，老师一个电话，就将家长请到了学校里。80后

市民朱先生也表示，当时除了电话家访和进家庭式

家访外，学校还会邮寄成绩单，并在成绩单后面附

一封信，要求家长签字。 记者 韩春霞

“

杨亚东是工农村小学五年级六班的班主任，同时

担任年级组长的他最近格外忙碌，几乎每天都在加

班。为了准备本次家访活动，他将手边的《班主任手

册》和《教师工作手册》翻了一遍又一遍，最终从全班47

个学生里面挑选了5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生进行了

入户式家访。这5名学生里面，既有优等生，也有学困

生和中等生。

班上的随迁子女萱萱（化名），平时性格内向，语言

表达能力也欠佳。父母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平时忙于

工作，一直没有注意到孩子在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

此次家访，杨亚东便将萱萱作为重点访问的学生之

一。来到萱萱家后，他先是向父母提出了这个问题，然

后告诉他们语言表达能力对于孩子以后的生活和学习

的重要性，并给出了相应的提升办法。家访结束后，为

了防止家长记不住，杨亚东又将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

方法转化成文字发给了家长，以方便家长参考。经过

这次家访，杨亚东和班里的同学发现，原先几乎是一个

字一个字说话的萱萱，竟然可以连词成句了。

其实，同样有收获的还有杨亚东自己。他告诉记

者，家访不仅仅有助于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也让老师

们更好地了解了学生，从而和家长一起，共同帮助孩子

成长。通过本次家访，也让杨亚东更加认识到了入户

式家访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打算继续将这种

方式延续下去，以帮助更多的孩子健康成长。

工农村小学教师杨亚东：一次家访，多方受益

大田小学教师杨丽华：家访，与孩子一起成长

五年级学生家长孙先生：老师预约家访很意外

昨天，正在校门口执勤的工农村小学副校长陈岭

收到学生家长孙先生亲自交到他手中的感谢信。

信中，家长孙先生这样写道：“说实话在我心里，

‘家访’这个词已经很生疏了，当接到杨老师（准备来

家访）的电话很意外，下班后我们全家都盼着杨老师

的到来……”

家长孙先生的举动也代表了新区不少家长的心

声。今年9月，滨海新区教委开展以“弘扬高尚师德 潜

心立德树人 促进和谐共建”为主题的万名教师大家访，

教师们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或是来到学生家、或是按照

家长意愿到学校、或是通过电话和网络进行多形式家

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新区万余名教师开展家

访，15万余人次学生受访，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老师跟孩子就像朋友一样，跟我们小时候家访完

全不同。”孙先生说，老师们不仅和他详细沟通了孩子

在校表现，对学校的工作进行了详细解读，还向他征求

了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原本他想挽留老师们一

起吃个便饭，也被老师们婉言谢绝了，说还要去别的学

生家中，更是让他深受感动。

“老师是牺牲休息时间来家访的，体现了对孩子教

育的重视。”孙先生说。这次上门家访，更让孙先生一

家感受到老师以及学校对孩子的细微关爱。

市民许女士也是被家访的家长之一。她告诉记

者，孩子在泰达实验小学读一年级。孩子刚入学，家长

们对老师还不是很熟悉，对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也不是

很了解，大多数家长还是有些担心孩子的，并且很想了

解孩子每天在学校的状态。平时看老师们工作繁忙，

她也不好问得太仔细。

如今老师亲自登门，便给了家长和老师可以近距离

沟通的一次好机会。“这样一来家长能够了解孩子在校

的情况，二来老师能和家长交流一下孩子出现的问题，

实现家校共育，一起帮助孩子适应小学生活，帮助孩子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许女士说，她十分感谢老师们能

抽出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家里家访，这样不仅可以让家长

更好地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状态，老师们也能看到孩子在

家里的生活状态，从而更好地助力孩子成长。

一年级学生家长许女士：家访登门 更了解孩子表现

九年级学生家长赵先生：家访，访出了孩子“问题”

赵先生一个星期前被孩子的班主任约至学校接受了

家访。赵先生说，平时接送孩子加上跟刘老师在家长微

信群里经常互动，所以一见面很快直奔主题，也就是孩子

最近月考数学成绩出现明显下滑的问题。赵先生平时工

作繁忙，对女儿近期成绩下滑感到很吃惊。经过一番分

析才发现，是女儿近期迷上了手机。“我下班后，经常看到

女儿在追剧，有时候还在和同学网络聊天，以为女儿学业

紧张，放松一下很正常，就没太在意，没想到学习成绩明

显下滑。孩子已经上初三，马上面临中考，所以，老师家

访提供的孩子情况很重要。”赵先生表示，班主任刘老师

已经给孩子成绩提升开出了“药方”，下一步，会重点关注

下孩子学习的自律问题，力争让孩子成绩早日提升起来。

塘沽街拥军里严女士：孩子面对家访很自若

家访形式多样
密切家校联系

记者从新区教委了解到，今年的大家访活动主

要采取实地走访、按照家长意愿到学校，以及通过

“家校通”、电话访、网络访等交流形式。其间，老师

向每个学生家庭宣传教育系统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征求学生家长对教师师德师风和学校工作意见建

议。各个学校根据走访情况，建立走访学生档案，

填写好《家访记录表》；对留守儿童、特困学生落实

“1+1”或“1+x”帮扶结对，制定“一生一策”转化帮

扶措施，常访常帮，有访有扶。部分学校还对大家

访活动“爱心加码”，要求家访中老师们做到“五必

进”，即贫困生资助方案、学法指导、心理辅导、科学

教子方法、教师关爱必进家庭，促使广大教师与学

生、家长零距离接触，更充分地交往交流交融，引起

了双方的同频“共振”。

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大家访活动，加

强了家校联系及沟通，密切师生关系。教师、家长、

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更紧了。“下一步，区教委还

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素质修养，

加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联系，构建教育与社

会、学校和家庭共同育人的格局。”区教委相关负责

人说。 记者 路熙娜

教
委

家住红霞里的王大爷出生于1958年。在他的

记忆里，小学时也会有家访。当时的家访都是老师

去家里，聊的内容主要是和家长反映学生的学习情

况。除了学习之外，老师还会嘱咐家长在平时注意

培养孩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传统美

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家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

容，就是嘱咐孩子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

孩子。

50后60后：嘱咐听毛主席的话

70后80后：电话家访走进生活

天津师范大学初等教
育学院院长丰向日：

教育因家访而精彩

家访传承
师德回归

专家声音

短评

家访构建家校共育格局

万名老师来“敲门”，15万余人次学生受访

家访

家
长
印
象

学
校

家访形成
家校同频“共振”

家访中老师将《致家长的一封信》送给家长

拉家常式的家访，拉近了家长与老师的距离家访中老师将学校近期情况反馈给家长

家访中，老师了解学生家庭情况

本版摄影 记者 韩春霞 路熙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