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互动

二十五年校长路，做校长必
须“做教育”是他坚定不移的信
仰，做校长必须“为学生”是他明
确清晰的主张，做校长“有思路”
是他不断求索的办学智慧，做人
有格局是他时刻修养的校长力
量，他将小小的校长做得“顶天
立地”。

以点带面，做管理的智慧者
1993年，赵辛辰任草埝小学

校长。当地流行着这样一则顺
口溜：“草埝头，旮旯头，学生
扔砖头，教师拔拳头。”这就是
学校现状的真实写照。他以

“改造”为主题词，挖掘学校的
闪光点，提出了“放小风筝，
办大教育”的办学理念。开展
系列教育活动，让风筝飞上了
蓝天，飞进了电视，飞上了报
纸，也飞进了江苏省教育厅编
写的《成功之路》一书。草埝
一举成名，赵辛辰被誉为“最
牛的风筝校长”。

1998 年，赵辛辰任开发区
中心校校长。这是一所刚刚筹
建的学校， 他以“培植”为关
键词，以“艺术教育”为生长
点，提出了“不为艺术而艺
术，让孩子在艺术的陶冶中成
长”的办学理念。

为了扩大学校影响，他将
学校的教育发展特色与艺术相
结合。艺术教育的开展，学校
获得了绽放的位置，学生获得
了精彩的成长。学校成为江苏
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参加省

艺术展演获一等奖，成为丹阳
教育史无前例的突破。教学质
量挤入了全市第一方阵。他被
评为“丹阳市名校长”，但名声
更大的是“艺术校长”的名号。

2003年8月，赵辛辰来到丹
阳师范附属小学担任校长，一
呆就是十五年。丹师附小是中
国著名美术家、教育家吕凤子
先生于 1912年创办的一所百年
老校，也是一所历史名校。如
何让老校焕发活力，让名校成
为品牌？赵辛辰打造了具有正
则味的物态、人文环境，生成

“和美共生的环境文化”；将管
理的触角伸向每一个细微之
处，践行“规范精细的管理文
化”；引导教师思辨、养性、强
身、养心，形成“宁静致远的
教师文化”；建立了“德心相
融，五环一线”“自学分享”的
课堂学习模式，开设了以“以
礼立人”为核心的“正礼”德
育课程，以“囯武”“国文”

“国艺”为内容构成的“三国”
课程群，构建了“德智相融的
课堂文化”；节日活动、仪式活
动、综合活动丰富多彩，组成
了“生趣充塞的活动文化”。正
则文化、正则教育成长着一批
批正则学生，真正打响了正则
品牌。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特色
学校”“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
化艺术传承学校”“江苏省文明
单位”“江苏省模范学校”“江

苏省优秀教师集体”等荣誉，
省级课题《素质教育背景下吕
凤子教育思想的实践研究》《以
礼立人》《小学校本化“文化德
育”模式的建构与实践研究》
纷纷立项，“文化德育”获江苏
省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赵辛
辰被评为“全国优秀校长”“镇
江市名校长”。

以人为本，成教育的大格局
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惜才

更爱才”是赵辛辰十几年来的坚
持，他一直不断地求索，甘做教
育人才的摇篮人。

安有芳老师原来是一位普
通的工人，没有学历，没有教学
经历，但她的泥塑栩栩如生，绘
画炉火纯青。当时在开发区中
心小学任校长的赵辛辰听说后，
立马找到安有芳进行沟通交流，
希望她能为学校培养出众多的
泥塑特长生。之后，赵辛辰又四
处奔波，为安有芳争取到人才引
进的待遇、争取到派遣教师的资
格，那一刻，安有芳笑了，赵辛辰
也安心了。赵辛辰认为，人才的
引用需要不论出身，不问出处，
每个人才都需要沃土。

2005年 4月，赵辛辰来到建
山中心小学找到印琼老师，将印
琼老师引进到正则实小，如今印
琼获得全国思品赛课一等奖，江
苏省班主任基本功竞赛一等奖，
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名师工作室；
赛课前，钱定娟老师紧张不安，
在教学楼前等待赵校长，赵辛辰

从外面风尘仆仆赶来，钱定娟老
师仿佛吃了定心丸。在赵校长
颇为幽默的宽慰中钱定娟心情
一下子豁然开朗，淋漓尽致的课
堂赢得了与会老师热烈的掌声；
徐宏老师蓝天杯赛课前很担心，
赵校长与徐宏老师谈心，请副校
长亲自关心备课、磨课的过程，
并陪同前往赛场比赛……“人才
的培养需要搭筑舞台，合理发
展。”这是赵辛辰一直记挂于心
的话。

2012年，赵辛辰被评为小学
思品特级教师。2013 年 4 月镇
江市赵辛辰名师工作室成立，赵
辛辰亲自做讲座，聘请知名专家
走进工作室辅导学员成长，开展
了数十次省市级活动，赵辛辰用
行动证明，人才的培养无需拘泥
于人，拘泥于地，让人才成就教

育。
在赵辛辰的带领下，正则小

学有36人获得国家级荣誉表彰，
43人获得省级荣誉表彰。有 65
人获全国课堂教学比赛一、二等
奖，72人次获省级课堂教学比赛
一、二等奖、基本功竞赛一、二等
奖，这就是人才培养的有力证
明。

一个校长，以自己的才，成
就着别人的才，成就着教育的明
天。作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赵
辛辰发展学校、成长教师，最终
成就学生。正如他自己所说：

“用心用情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校
长，既能头顶对教育理想的追
求，又能脚踏土地，一步一个脚
印地带给学生点点滴滴的成长，
让孩子有所发展，这才是一个校
长成功与否的标准。”

只因将生命给了特别的你
——记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薛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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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特师音乐系毕业的
她毅然放弃进普校的机会，勇敢
地走入特殊学校，走进残障儿童
这一特殊群体。一晃十六年，从
起初的恻隐怜悯，到最后的感动
自豪，她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平实。

说起残障儿童，薛彩娟每每
深情流露：“这辈子是爱定他们
了。”记不清多少次带他们上医
院，记不清多少次早来晚走，记
不清多少次与学生推心置腹的
交流，也记不清多少个深夜因为
考虑班级发展而辗转反侧……
面对学校工作，她常常挂在嘴边
的只有一句“学校需要，我来
吧。”

用坚持不懈筹谋学生未来
薛彩娟工作不久就给自己

下的一个任务：排练听障儿童手
语舞蹈，参加丹阳市中小学生文
艺汇演。如果成功，将是学校创
办以来一次突破。听障儿童手

语舞蹈的难度很大，要让所有的
学生像正常人一样自如舞动，她
只能选择和学生一起付出几十
倍、甚至几百倍的努力。每一个
动作都要示范，每一个学生都要
特训，每一个动作都要细扣。那
一年，由她编排的听障儿童手语
舞蹈《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登上了丹阳市中小学生文艺汇
演的舞台，荣获了一等奖，在丹
阳市文化城四楼“情系慈善”的
文艺晚会上进行演出。之后几
年，由她编排的手语舞蹈节目成
了丹阳市中小学生文艺汇演保
留曲目，其中《祝福祖国》《飞得
更高》《我有一个梦》《龙飞凤武》
等均获一等奖。

2008年，凭借良好的舞蹈基
本功，薛彩娟和听障学生杨亚
萍，通过层层选拔，一起入选了
北京残奥会开幕式《星星，你
好！》节目的演出。作为手语指

导老师，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走上
更高的舞台，她挥泪丢下牙牙学
语的女儿，赴北京参加了 4个月
的封闭式训练。集训时，她不但
要完成自己的表演动作，还要作
为音乐与动作的桥梁，引导杨亚
萍达到导演的要求。功夫不负
有心人，2008年 9月 6日晚 8时，
北京残奥会开幕式在鸟巢隆重
举行，她与学生杨亚萍的精彩演
出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我的学生中，可能也有舟
舟。”面对智障儿童时，她总是这
样提醒自己。尤其是近年，由于
听障儿童生源减少，手语舞蹈排
练无法继续。她也在随着学校
转型调整着自己的艺术教学思
路。她参加了基于智障儿童康
复可能性的“戏剧治疗”“音乐治
疗”相关培训，17年11月在南京
鼓楼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省级公
开课，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好
评；她积极尝试利用可视音乐治
疗仪对自闭症儿童进行音乐介
入康复训练；主动改修器乐专
业，着手组建智障儿童“水鼓”音
乐社团，落实缺陷补偿和潜力挖
掘。2016年，她编排了由智障儿
童表演的水鼓舞《我的天空》在
丹阳市小学生文艺汇演中荣获
特别奖。由她主持的“律动艺术
党员工作室”获局党委“优秀党

员工作室”。
用热情爱心影响社会各界
多年以来，特殊的岗位也练

就她一身特殊的本领。她带着
对特殊教育事业的那一份坚守，
对特殊学生的那一份关爱，她
说：我的学生总有一天要走向社
会，我想让全社会的人都了解他
们、理解他们、呵护他们。

听障儿童手语舞蹈，那是一
扇让社会了解特教，让特教孩子
走向社会的窗。由她编排的《感
恩的心》《最好的未来》等励志性节
目，曾多次受邀参加助残日活动、
建国60周年、庆祝教师节等文艺
演出。每一次锻炼，每一次公开
表演，她都很珍惜，力求展示自己
最好的状态，展现学生最美的风
采。因为她的努力，现在市里组
织活动，都会想到薛彩娟的学生，
想到那一拨小天使们。

爱心联谊活动是让更多的爱
心人士、爱心部门、爱心团体、爱心
企业走近特殊教育最好的平台。
在她的策划与组织下，学校与正
则小学、实验小学等城区小学定
期开展“心连心，手拉手”结对联
谊活动，让特殊孩子感受来自同
龄人的尊重；学校与省丹中、市中
等高中定期开展“架设心灵彩虹，
谱写精彩人生”联谊活动，同时，
这个项目连续两年获得丹阳市

委组织部授予的“十佳组织生
活”（丹阳市级），引导强弱对话，
倡导善行人生；学校与“爱在丹
阳”“E车一族”等社会爱心团体不
定期地开展学生联欢Party，让特
殊学生感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温
暖。沟通、策划、安排、主持、演
讲，她的努力，为活动成功增色，
为学校现在组建“爱心联盟”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精益求精，她永
远都在期待下一次活动的精彩。

她在工作之余还热衷于社会
公益活动。她长期为市公安局、
法院等政法部门做手语翻译，给
银行等服务窗口单位教授手语，
定期走上街头作义务交警。心存
善念，她的人生早已与特教紧紧
相依。就这样，她用朴实与坚韧
谱写着一份青春的浪漫，收获着
一份岁月的甜蜜。她先后被评为
镇江市十佳网民，丹阳市教育先
进工作者、巾帼标兵、优秀班主
任、十佳少先辅导员、三星级党
员、五星级党员……坚持、充实、
幸福、微笑，只为那些残缺的花
儿也能拥有一份美丽。

虽不在岗虽不在岗，，但他仍是但他仍是““顶天立地顶天立地””的老校长的老校长
——记原正则小学校长赵辛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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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两个学龄的孩子，分
享一些平时陪写作业的体会吧：

1.问问孩子今天要不要陪
写作业

通常低年级的孩子会希
望家长坐在身边，因为刚上小
学，有些题真不会做，他会希
望有父母在旁边。

建议不用太焦急，孩子一
个字写歪了写出格子，马上说

“擦掉！写到格子里面去”，看
到哪道题错了，如果两三遍说
下来，孩子还不会，就忍不住

要发飙“你上课听没听！”讲
真，这样基本孩子再问你，谁
愿意让头老虎坐在身边？

2.碰到孩子不会做的题
目，快速处理

家长们要说了，这怎么行
呢？他不会做，我要把他教会
啊。但家长心里要有数，现在
孩子的作业量都很大，如果在
一道题上死磕到底，孩子精神
一紧张，你讲一万遍，他都不
一定能听懂。

一道题目如果完全不会

做，你讲了再让他抄一遍，周
末再把题再复习一遍，再选两
道可以举一反三的题目，基本
就没问题。

3.不要给孩子布置额外的
作业

孩子 8点钟作业做好了，
一看哟！离睡觉还有一个小
时，再来做口算题吧……还有
点时间，再来背两首诗吧……
这么搞几次，孩子以后天天作
业磨蹭到10点半。

留出一些玩耍的时间，孩

子得到放松，第二天上课认真
听讲，回来作业做得快，这样
不就良性循环了嘛。

动不动就吼？气到“心肌梗塞”？拍手拍到骨折？……

有多少父母还在“气急败坏”陪娃写作业？
至少我朋友圈的都这样，去大街上走一走问一问，十个家长中九个会陪娃写作业。
陪娃写作业的父母基本都有一个逻辑：
孩子写不好作业，学习就不好；学习不好，成绩就会下降；成绩下降了，将来考不上重点大学；考不上一流的学校，就找不到好工

作；找不到好工作，怎么结婚？养家？生娃？
你说说这能不焦虑吗？所以有些父母为了释放自己的焦虑，一回到家看到孩子，最常说的话就是：作业做完了吗？
我们并不反对父母陪孩子写作业，可陪孩子写作业一定是有技巧有方法的，如果父母像只大老虎坐在孩子旁边，动不动就吼，你

焦躁孩子也累。

家校共育家校共育，，从此我们携手同行从此我们携手同行！！
————““落地式落地式””家长学校教育实践小家长学校教育实践小记记
本报记者 张吴张吴

“指导家长读书，让家长心
甘情愿地读书，在许多校长眼中
似乎不可思议，有些校长甚至认
为，平时让家长到学校来都比较
困难，这个工作肯定难开展
……”当记者来到教育局德育
科，就当前我市“全面开花”的

“落地式”家长学校之家校共育
新模式，采访德育科科长叶应松
时，他莞尔一笑，向记者娓娓道
来……

“大家现在看到的家校共育
种种成果与成效，于我们而言，
其实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
的过程……”在被教育局局长室
认可并被确定为2018年丹阳教
育十大内涵发展创新项目之一
后，最繁冗的部分“如期而至”：
如何能够打消校长的顾虑？如
何得到家长的认可？

进学校面校长。叶应松及
他的“落地式”家长学校现学现
卖，将自己培训所学的知识，进
行梳理，挑选重点，选择家校工
作基础比较好的学校，与那些校
长逐一沟通，打消顾虑，使他们
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试点任
务。“我们原计划有二十家试点
学校，但其实，在第一轮只有十
五家，后面的五家，是在我们前
面工作开展的前提下，看到了成
效，才主动与我们进行沟通，希
望能够加入试点行列的。”谈到
初期，叶应松回忆着，更感慨着，

“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记得张

文华局长的一句话‘工作谁先
做，谁得益’。”最终，“落地式”家
长学校确立了三级家校共育试
点网络——

镇江市级试点工作圈：云阳
学校、新区幼儿园；

丹阳市级试点工作圈：实验
学校、麦溪中学、实验小学、新区
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正则幼
儿园、后巷幼儿园、普善幼儿园；

片级试点工作圈：中学东片
（实验、八中领衔），小学东片（云
阳学校小学部、新区实验小学领
衔）。

截至 9 月，又有正则小学、
练湖小学、第九中学、练湖幼儿
园等着眼教育内涵发展，纷纷加
入试点工作圈。

唤 醒 家 长 重 视“ 家 校 共
育”。“‘落地式’家长学校，最终
的落脚点终究是对家长的培训
和指导，是要降低家长们家庭教
育的错误率——所以，对家长的

‘唤醒’非常重要。”谈到此处，叶
应松言语严肃而坚定，“能够真
正唤起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我们的工作才算完成了一半。”
叶应松回忆起在试点学校的第
一次讲课，由于授课教师的准备
不够充分，唤醒不是十分成功，
现场家长的情绪并没有调动起
来，导致后续其他事宜的推进显
得“缓堵”被动。针对这种情况，
叶应松感到压力颇大，他即刻带
领团队彻夜研讨，决定前期唤醒

课皆“从我做起”亲自上阵——
在全市二十多次家长唤醒课里，
他一个人就讲了十几次，记者有
幸现场聆听感受过一次。在唤
醒现场，记者眼见家长们冷淡呆
滞的眼神变得激动有神而盈泪，
叶应松及其团队时而语言诙谐，
时而下台互动，在现场激昂达到
巅峰之时，他的后背衣衫亦渐渐
浸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提
高了，对家庭教育的内涵理解
了，那么，还需要来一场激发“家
校共育”的纹理性变革——烈火
烹油，极具特色的“家委会”顺势
而生：据介绍，建立“家校共育指
导委员会”（家委会），逐步取消

“以会代训”式的家庭教育模式，
建立三级联动的家庭教育指导
委员会，即校级、年级、班级家庭
教育指导委员会。

校级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
由学校领导层牵头，各年级推举

代表组成：审议学校工作计划，
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听取学校
工作总结，提出改进意见，督促
学校各项工作开展。

年级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
由年级主任牵头，各班推举代表
组成：审议年级工作计划，参加
年级组织的重大活动，协助年级
主任和班主任做好年级的家校
共育工作，及时反馈家长信息督
促年级不断改进工作。

班级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
一般是由五名左右家长组成，通
过学生向家长宣传，自愿报名，
经全体家长同意，确定为班级家
庭教育指导委员会成员：带领全
班学生家长长期学习家庭教育
科学知识，提升家长自身的家庭
教育素养，优化家庭育人环境，
杜绝因家校教育不当而导致恶
性事件的发生。每月对家长布
置家庭作业并及时进行作业的

评判，依据作业质量评选优秀家
长，开展系列交流、研讨、沙龙活
动，解决家庭教育的实际问题，
亦发动更多家长志愿者在QQ、
微信平台中互相交流分享教育
资源。

如此，在家委会的带领下，
各个学校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读书活动。“从家委会成员开始，
带领家长读书，学习正确章法，
提高家教能力……至此，这才是
我们喜闻乐见的家校共育‘全面
开花’！”叶应松愉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