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了解到，此次会议的主要
目标是推动师范院校家庭教育学科
建设、课程开发和教材编写等工作，
探索“依法带娃”背景下传承发展我
国家庭教育优秀传统的新途径，构
建家校社协同开展家庭教育的新模
式，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家庭教育指
导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颁布后，家庭教育的社会关注
度再上新高，但具体到个别家庭来

说，还是有许多父母不够重视。”衢州
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翁琴雅博士说，
在进行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她曾无
数次进入“问题学生”的家庭进行家
访。“我发现，很多‘问题学生’的背后，
都有一个‘问题家庭’，以及对家庭教
育不够重视，或虽然重视却不知道该
如何科学地进行家庭教育的‘问题
家长’。”翁琴雅说，在她看来，只有
扎根中国又放眼世界的家庭教育才
能培养出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人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家庭

建设、家庭教育做出了一系列重要
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
断、新要求。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
把‘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上升到治
国理政、强国兴邦的战略高度，继承
和发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中华文化传统。”浙江省家庭
教育指导中心家教部部长、全国家
庭教育讲师团专家来祥康说，目前，

家庭教育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
问题：有“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的问
题；有“教而不得法”的问题；有特殊
家庭、特殊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还
有供需矛盾问题。广大家长对家庭
教育指导的需求十分强烈，而科学、
专业、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供应
不上，没法满足家长的要求；婚姻家
庭指导、3岁以下儿童早期家庭教育
指导尤其缺乏。这些都需要国家介
入，社会、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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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后，
怎样“依法带娃”？

记者 尹婵萱 通讯员 徐丽丽 图片由学校提供

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让家庭教育话题热度再上新高。

从“家事”上升为“国事”，家庭教育究竟要如何进行？11月18日、19日一场以“‘依法带娃’背景下的家庭教育”为主题的国际会

议由衢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承办召开。

这场一天半的国际会议，以线上连线、线下讨论同时进行的方式举行，并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全程直播。来自国内和美国、英国、

马来西亚的教育专家分别以主题报告的形式分享了自己对于家庭教育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场有关家庭教育理念与方法的盛宴。”不少听众表示，在旁听会议的过程中，有很多收获。

11月21日，衢江区东港小
学举行了一场以“‘童’向未来，
儿童友好共成长”为主题的表
彰会。在这场表彰会上，同
学们不仅收到了学校吉祥物

“凤娃”，还得到了一连串令
人羡慕的特殊奖励：喂鱼券、
观影券、棉花糖券、心愿兑换
卡……

同学们手拿棉花糖兑换
券，在凤德广场排队领取校长
赠送的棉花糖。不远处的凤澧
泉旁，领取到喂鱼券的同学已
经跃跃欲试了，平时同学们都
喜欢围在一旁观赏鱼儿，今天
居然有了给鱼儿投食的“特
权”。四（3）班刘硕同学拿着心
愿兑换卡，认真地琢磨起来，最
终他从五个选项中，选择了和
最喜欢的老师合影并放在大屏
幕，迎来一阵羡慕。

据悉，衢江区东港小学积

极推进儿童友好学校创建，依
托“五德凤凰评价体系”，设立
了“金凤凰美德之星”“金凤凰
最强小组”“金凤凰进步之星”

“金凤凰勤学之星”四大奖
项。老师们说，希望基于儿童
视角创意设置学生喜爱的奖
励形式，让学校真正成为儿童
的乐园。

11月22日，一个微博同城
热搜词条“90后老师鼓掌叫醒
上课睡着同学”吸引了许多人
的注意。截至当天18:00，这个
词条已有30万阅读量。

记者了解到，这个有趣温
暖的事件发生在衢州一中高二
（12）班。11月21日，第一节晚
自习开始时，班主任陈小惠照
例来到教室。可能是太累了，
郑睿轩同学睡倒在课桌上，连
上课铃声也没能把他唤醒。陈
小惠来到郑同学的座位旁，先
轻轻拍了拍他的头，但郑同学
还是睡得深沉。陈小惠灵机一
动，做了一个鼓掌的起手式，然
后用眼神与周围“看热闹”的同
学们火速交接，下一刻，大家默
契地鼓起掌来。

被掌声惊醒的郑同学，先
是迷迷糊糊跟着一起鼓掌，然
后才发现周围传来了善意的哄
笑。他的反应逗乐了许多网
友。“这就是青春的快乐呀！”有
网友评论说。

陈小惠告诉记者，这是她

带的第二届学生。因为平时经
常一起进行班队活动、校外活
动，所以大家一直很有默契。

“我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和
学生玩在一起。”陈小惠说，她
平时喜欢用手机拍摄记录一些
班级里同学们的点滴趣事，制
作照片、短视频。“因为我觉得
高中时期是很美好的一个学生
阶段，是需要留下点什么的。”

“鼓掌叫醒睡着同学”的
事件比较突然，没来得及拍，
不过事后，在同学们的提醒
下，陈小惠从监控视频里“扒
拉”下了这个有趣的瞬间。
有趣的是，在陈小惠制作好
视频播放给同学们看的时
候，迷糊的郑同学才明白同
学们为什么哈哈大笑，自己
也被逗得笑出了眼泪。

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创办于1902年，至今已有120周年的办
学历程。百廿年来，学校一直秉承“敦品励学”的校训，坚持“人文
育人”，致力于培养有知识、有情怀、有活力、明事理、具备国际视野
的高中学子。以“凝心聚力，做细做实”为校风，着力塑造政风清
明、校风清净、教风清正、学风清新的文明校园。学校先后荣获全
国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全国体育达标先进单位、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创建单位、浙江省百年名校、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浙江省普通高
中一级特色示范校等荣誉称号。学校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号召，坚持党建统领、五育并举，推进红色根脉强
基工程，打造温暖、有礼、奋进的校园文化，让文明校园创建深入人
心。学校先后被评为衢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先进集体和衢
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通讯员 孙向东 王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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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衢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全面推进新时代南孔学子“一文一
武”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其中的“一武”，即要求全
面普及基本生存技能和野外急救能
力。对初中阶段学生，实施方案提
出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
急救技能要求。高中阶段则要求熟
练掌握一定的应急救护技能，高中
毕业前（满 18 周岁者）应取得应急
救护员证书。

救人如救火。意外伤害和猝
死发生后的前 10 分钟，对伤病员
进行以包扎止血、心肺复苏等为
主的紧急救治，常可挽救其生命，
即所谓的“白金 10 分钟”。然而，
除了医护人员外，目前我国的大
多数公众并不具有最基本的急救
技能。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大多
数青少年更是不懂、不会、不敢。
基于这样的严峻现状，这几年的
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呼
吁推进在全社会，特别是大中学

生群体中加强急救知识的普及和
培训。

令人欣喜的是，国家层面已经
付诸行动。《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明确提出中小学健康促
进行动，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
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试内容，
把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的掌握程度
和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学校学生
评优评先、毕业考核和升学的重要
指标。

重视生命教育，加强急救技能
培训已经是社会共识，但囿于诸多
因素限制，很多学校并没有真正发
力。衢州专门出台《方案》，彰显了
对青少年急救教育的高度重视，尤
其要求高中毕业前取得应急救护员
证书，更让生命教育落到了实处。
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并不是一时
心血来潮，而是基于该市部分学校
在生命教育落地方面所做出卓有成
效的探索和实践。

谨以衢州高级中学为例，该校

2017 年就开始将急救知识纳入课
堂，成为与学分挂钩的选修课，每个
学生要经过 18 个课时的培训方能
参加考试，所有的考试都过关后才
能拿到救护员证，考试不过关的学
生原则上都要求补考。在这样的严
格要求下，该校所有学生都具备现
场急救的技能。

得益于该校生命教育的大力
普及推行，还曾经造就了一段佳
话。两年前，一老人溺水被行人救
上岸后，该校高一学生杨子铖听闻
有人溺水，扒开人群前去施救，发现
溺水者竟然是自己的爷爷。杨子
铖用心肺复苏加人工呼吸，挽回了
爷爷的生命。事后，专业人士评价

“杨子铖及时正确规范的急救为老
人赢得了抢救时间，这次急救可打
95分”。

全面普及应急救护技能，当然

不能仅仅依靠学校“各自为战”，要
想让学生真正具备动手能力，必须
经过专业系统培训。为此，衢州在

《方案》中明确，不仅要将包括急救
等生存技能教育贯穿于《体育与健
康》《科学》等课程，同时还要发挥
高校、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学校等
单位户外研学、师资力量的优势，
探索户外研学、拓展训练课程开设
和野外生存、野外露营活动开发，
并联动红十字、消防救援等开展相
关教育。

多一人会急救，就多一分生的
希望。让急救知识走进校园，国民
的急救技能普及才能在真正意义上
成为现实。学校的急救教育做到位
了，关键时刻就能发挥意想不到的
大作用。真心希望每一位高中生毕
业时，都能取得应急救护员证书，让
生命教育在更多学校开花结果。

11月 18日上午 9点，“‘依
法带娃’背景下的家庭教育”为主
题的国际会议在衢州学院报告厅
拉开帷幕。因为防疫控制人数的
需要，虽然现场听众人数不多，但
通过线上平台全程直播的这场会
议，还是吸引了许多教育界业内人
士的关注。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该如何承
担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疫情背
景下，人们如何育儿”“孔氏南宗家
文化怎样服务新时代家庭教育”

“童年创伤对儿童学习和对亲子关
系的不良影响”“教师身为家长的
两种角色如何践行家庭教育”……

针对一个个议题，专家们展开深入
探讨，分享各自的理念与思考。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孙云
晓老师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与父母的主体责
任》的开场报告。衢州学院教师教
育学院翁琴雅博士的《以不变应万
变·扎根中国大地做家庭教育》主
题报告，以“家庭教育的逻辑前提
——灵魂三问”开篇，深入探讨

“孩子属于谁”“孩子干嘛来的”
“孩子的问题归因于谁”三个问
题，引经据典，环环相扣，以对孩
子的理解引出对家庭教育的理解。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 Dr.
Charlotte Faircloth《疫情背景下的
家庭教育、性别和不平等问题》主
题报告探讨了疫情对于家庭教育
带来的影响。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教师Nur Farhana bte Abd Wahid
在《童年创伤对儿童身心健康的影
响》主题报告中，从多维度分析了
儿童创伤的不良影响。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文化素质教育)委员吴锡标教授
以《孔氏南宗家文化及其当代价
值》为报告主题，呼吁深入挖掘孔
氏南宗家文化的丰厚教育理念和

教育精神。衢州市教育培训中心
副主任、浙江省教育学会劳动教
育分会常务理事吴水洋在《教师
的家庭教育践行力——体悟与商
榷》主题报告中，对“教师作为家庭
教育指导者”这一观点展开分析，
为家庭教育提出了别样的角度。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教
授夏建刚带来《一位华裔教授眼中
的父职与好父亲》的专题报告。最
后一场报告是由杭州市崇文教育
集团书记、总校长、特级教师俞国
娣带来的《家校社三位一体，给孩
子一片晴朗的天空》。

各国专家齐聚 共同探讨家庭教育理念

杭州市崇文教育集团总校长俞国娣作报告

“依法带娃”背景下 家庭教育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现场观众认真记录

急救教育理应人人过关
胡欣红

“睡”上热搜！

衢州一中老师鼓掌
叫醒睡着的同学

记者 尹婵萱

观影券、喂鱼券、棉花糖……

学校的花式奖励让人羡慕
记者 尹婵萱/文 通讯员 郑婷颖 陈晶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