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要来家访了，我觉得比
我找工作面试还紧张。 ”一位家长
在育儿群里调侃道。 8 月份，沪上
中小学进入家访高峰期， 尤其对
于小一新生家长来说， 更加重视
与新学校新老师们的首次见面 。
老师要来家访，要做点什么准备？
老师会问什么样的问题？ 哪些细
节可能造成印象加分或减分？ 记
者采访了多位沪上名校长， 他们
都表示，家长无须紧张，与老师真
心、坦诚地交流就够了。

谢绝水果饮料和红包

“接到老师要来家访的电话，
家里就开始大扫除。 ”王女士笑着
说，全家都在为这场家访做准备。
“家里收拾干净点，给老师留个好
印象。 就连准备什么水果和饮料，
也都和其他妈妈取经过。 ”家长王
女士特意准备了便于食用的香

蕉、葡萄，光饮品就准备了三种，
红茶、绿茶和白开水。 “这些还都
是小事， 最纠结的是要不要给老
师送红包。 ”“我也问了好多家长，
送了老师也不收， 但是不送又怕
万一别人家送了。 ”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绝大
多数家庭都像王女士一家这么精

心准备、 认真对待老师家访这件
事，希望能给老师留个好印象。 其
实， 沪上不少小学明确提出家访
时， 教师不收取家长任何形式的
礼品、礼金，绝大多数老师都明确
表示家长送礼没有必要。 “我们都
明白家长的心意， 是担心给老师

留下不好的印象。 不过我们老师
一律不收卡、不收红包，水自带。 ”
卢湾一中心校长吴蓉瑾说， 老师
家访就是为了能够对孩子有个初

步的了解， 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
得到家长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吴校长曾经带着班主任和任

课老师们一口气跑了 39 个学生
的家。 “当时这个班级语文、数学、
英语老师都换了 ， 家长有点想
法。 ”为了消除家长的顾虑，吴蓉
瑾带着语文、数学、英语老师一家
一家的家访，让家长们不要担心，
支持学校的工作。 “一年下来，我
们的几位老师都得到了家长的信

任、支持与喜欢。 ”而今年任课老
师“组团式”家访也成了卢一不少

教师选择的家访形式，“让家长看
看我们的教师团队，畅通、全面地
做好家校工作。 ”

希望与家长坦诚交流

吃 、喝 、送都不需要 ，那老师
最希望家长怎么做？ 武宁路小学
校长孙纳新告诉记者 ，“一家一
访” 是武宁路小学多年的家访制
度，“一家一录” 的反馈制度更保
障了老师对孩子及家庭有更加全

面的了解。 对于一年级新生家庭
来说， 学校家访的主要任务是相
互了解。 “了解的主题并不全是孩
子学了多少、学得怎样，而是辅助
老师对孩子入学前的生活习惯 、

自理能力、学习习惯、语言表达有
进一步的了解， 并提出一些入学
要求，如用具准备、接送时间等。 ”
孙校长说， 家访也让家长和孩子
在假期里和班主任老师提前见

面，建立联系方式，为今后的良好
沟通打下基础。 家长如对学校日
常生活有何疑问， 也可及时向老
师提出，来缓解不安和焦虑情绪。

“我们学校家访已经基本结
束。 ”闵行区浦江第一小学校长张
蕊表示， 家访能够帮助老师综合
了解孩子的基本情况， 如兴趣爱
好，家庭情况，行为习惯等。 “这便
于老师及时掌握孩子的现状 ，让
家长有针对性地做好家校共育。 ”
张蕊校长说，家访时，家长基本上

都能做到和老师真诚地沟通。

“小学生家长”也要“备课”

家里马上要有一名小学生

了，不但孩子要做好入学准备，家
长也要有所准备。

如何准备 ？ 孙纳新校长说 ：
“这个准备， 不是说买个新书包、
准备好文具那么简单， 而是发自
内心地认同并接纳： 我将是一名
小学生的家长了。 ”在多次与家长
们的交流中， 孙纳新校长一直强
调“等待、询问、鼓励 ”这六个字。
她建议年轻的一年级新生父母可

以从“定时、习惯、参与”这三点进
行准备。

“要为孩子定好起床、 入睡、
作业和接送时间，这些时间的固
定既能帮助孩子尽快进入学校

生活，同时也有助于家长安排和
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其次，就
是习惯，这两个字的重要性将伴
随孩子终身。 孙校长说：“上课聆
听 、书写 、高效完成作业等这些
好的习惯都需要在一年级就打

下良好的基础 ，比起分数 ，家长
们应更加关注孩子们各类习惯

的养成。 ”除此以外，孙校长还强
调“参与”的重要性。 “在孩子成
长的每个阶段，父母面临的课题
都不同，而陪伴和了解自己的孩
子应成为他们成年前不变的主

题。 刚刚入学的幼儿，仍然稚嫩，
父母的合力参与会带给孩子足

够的完全感 ， 以及被重视的感
受 ， 会成为塑造孩子的重要力
量，更是一种学校和老师不可代
替的力量。 ”
■照片由卢湾一中心小学提供

■劳动报记者 郭娜

中小学进入老师家访“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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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支招：真心坦诚交流比红包更重要

本报讯（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本是用来供小朋友
玩耍的玩具卡丁车， 竟然成
为某些市民的 “代步工具”，
直接开到车流密集的大马路

上。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
近期， 其已经接连处理了两
起相类似的事件。 交警直言：
这简直就是在拿生命开玩

笑！ 在提醒广大驾驶员切勿
效仿的同时， 交警也介绍和
公布了哪些 “名字里带车但
却不能上路的车辆”。

近日，一则视频在网上流
传，晚间时分，零陵路天钥桥
路路口惊现一辆卡丁车 ，该
车旁若无人地行驶在非机动

车道上。 徐汇警方发现情况
后立即展开调查。 经查，事发
时， 男子钟某驾驶一辆给孩
子作为玩具的电动卡丁车外

出购物， 在途经零陵路天钥
桥路路口时， 遇到红灯停于
非机动车道，后被群众拍下。

被交警部门找到后，钟某
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 徐汇警方依法对违法车
辆予以扣留，并根据“实施其
他通行工具未按规定注册登

记上道路行驶” 的违法行为
对钟某处以罚款 1000 元的
行政处罚。

今年 6 月，宝山地区也发
生过相类似的事件。 当天上
午， 叶老伯陪 6 岁的小孙子
在小区里试玩卡丁车， 突然
接到了单位的紧急电话。 由
于事出紧急， 他也顾不上回
家取车， 便驾驶着卡丁车驶
上了马路。 经民警教育，叶老
伯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

和危险性。 宝山警方根据《上
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
七十四条之规定依法扣留叶

老伯的卡丁车， 并判定其行
为属于 “其他通行工具未按
规定注册登记上道路行驶 ，
情节较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并处以 1000 元罚款。

其实，除了玩具卡丁车之
外，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可
以见到的“车”也是不能上路
的。 交警特意提醒广大市民：
不是所有带“车”字的车辆都
能开上马路。 例如，最常见的
平衡车、电动滑板车，或者是
老年代步车， 它们实际上既
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

动车， 均属于未按规定注册
登记通行的工具。 不具备路
权，不能上道路行驶，只能在
封闭的小区道路和室内场馆

等非道路场地内使用，一旦上
路行驶就是交通违法行为。

卡丁车频现马路被罚
沪交警提醒：这些车不能上路行驶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为进一步推动上海夜间经济发

展， 加快国际消费城市建设，黄
浦区自今天起率先在新天地周

边开展分时段步行街试运营，举
办系列时尚主题活动。

黄浦区表示，将积极探索推
进有条件的特色小店开展“外摆
位”试点，打造有温度、有高度、
有厚度的特色商业街区；延长营
业时间，引入有创意的、受各类
人群喜爱的娱乐活动项目，探索
24 小时活力街区建设； 将整个
街区打造成一个与自然高度融

合的“商场”，注重消费者体验，
通过“做减法”打造购物环境 3.0
版本……在“夜间经济”的启发
下，商圈功能得以升级和延伸。

本次湖滨路分时段步行街

试运营覆盖湖滨路的黄陂南路

东至吉安路段， 时间从每周五
20 时至下周一 5 时，每周六、周
日的 16 时至 24 时举办系列主
题时尚活动（如遇极端天气等特
殊情况，则取消活动）。黄浦区表
示，活动区域集聚着大量 500 强
企业，尤其金融机构较多，有做
成 24 小时活力街区的基础 。活

动要挖掘区域特色，进一步规范
有序发展“夜经济 ”，开拓“夜空
间”，打造“夜文化”，将黄浦区夜间
实体经济打造成靓丽的城市名

片。 活动期间， 将设置活力游乐
场、清凉夜集市、露天电影院、街
头艺人区、互动竞技馆、纳凉休闲
区六大主题活动区。试运营区域：

8 月 16 日—8 月 19 日、8 月
23 日—8 月 26 日 湖滨路（黄陂
南路至吉安路）

8 月 30 日—9 月 2 日 、9 月
6 日—9 月 9 日 湖滨路（顺昌路
至吉安路）（临时调整）

吃西瓜大赛、街头艺人表演

新天地周边将开放步行街试点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
《上海市工伤保险储备金管理使
用办法》8 月起在沪实施。 这是
记者昨天从市人社局了解到的

消息。本市自 2007年 1月 1日起
建立市级工伤保险储备金制度。
工伤保险储备金主要用于本市重

特大工伤伤亡事故的应急处理

和当年工伤保险基金收不抵支，
且历年滚存结余不足以保证支付

需求时工伤保险待遇的支付。

工伤保险储备金按年提取，
提取金额不超过上年全市工伤

保险费征缴额的 10%，当储备金
累积总量达到上年全市工伤保

险费征缴额 30%时，不再提取。
本市发生重特大工伤伤亡

事故或工伤保险基金当年收不

抵支，且历年滚存结余不足以保
证支付需求需动用工伤保险储

备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时，由市
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向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书面申

请，经审核同意予以使用。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应

在基金财务核算中设立工伤保险

储备金有关科目， 对储备金进行
核算和管理，统计报表定期报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 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依法对工伤

保险储备金的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市财政局依法对工伤保险储
备金的收支、管理情况进行监督。

工伤保险储备金按年提取
金额不得超过上年征缴额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