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时尚的深咖色大楼，绿树
掩映的玻璃长廊，蓝天白云下飘扬
的国旗，塑胶操场上欢快奔跑的小
朋友……这就是如今的行远小学，
给世人呈现的和美的教育画卷。

可在一年多前的学校，却远没
有如此美好的场景。

2018年6月，校长邹贤莲初到
两江新区行远小学时，迎接她的是
一大片建设中的工地，轰鸣的混凝
土搅拌声，热火朝天干活的工人，
穿梭忙碌的大卡车扬起满天的灰
尘。

一台电脑、复印机、一张桌子、
几把椅子，凑成了学校的临时办公
室，设在了闷热难耐的工棚里。40
多度高温也不敢开窗，稍一露缝，
桌椅、电脑上留下厚厚的一层灰。
就在这样的办公条件下，邹贤莲和
几位老师建起学校的官微，发布了
第一条招生信息。

“暑假那段时间，经常看见这
里的老师，戴着安全帽在工地上，
和工人进进出出，晒得黝黑的脸上
满是汗水和灰尘，有时候蹲上半

天，全身都湿透了。”家长钱丽平因
为住在旁边不远的小区，那时候每
天都来打探学校的建设进度。

困难的不仅是艰苦的工作环
境，还有各种沟通上的障碍。

“进工地以来，我都不知道吵
了多少次架。”邹贤莲笑道，早知道
新建校这么难，不来当这个校长。
由于和施工方在教育理念认识的
不同，双方自然争议不断。行远团
队从合作学习、跨班级教学的需求
出发，向设计、施工方提出了大大
小小多达百余处修改意见。此外，
校园文化视觉系统也需在工程完
工前有初步的雏形，这些工作客观
上也增加了施工方负担。

尽管遇到种种困难，学校建设
还是在艰难中如期推进，但最大的
困难还是来自家长的质疑和不理
解。

“学校建设为什么这么慢，能
如期开学吗？”“教室内部刚装修好
就让孩子们用，环保能过关吗？”

“我们的小孩能否到其他学校借读
一年再回来。”……随着开学日期
的临近，行远小学迎来了一波又一
波家长的来访、质询。

天天奔波于工地现场的邹贤
莲不得不时常停下来，专门分心开
展疏导家长的工作。

针对家长对工期的质疑，上级
领导多次召开现场会，协调、督促
工程进度，在主体工程已完工的情
况下，满足 200 多名新生按期入
学，硬件上实际上完全没有问题；
并做出了“家长若担心，可以回原

片区就读。”“学校交付使用后，将
邀请专业检测机构、社区代表和家
长代表进行环保检测，不合格绝不
投入使用”等等承诺。

在政府、学校的再三承诺保证
下，大部分家长逐渐理解和认同，
但邹贤莲紧崩的心仍不敢放松。

6月19日那晚，邹贤莲一夜未
眠，她想起管委会领导、教育局领
导和教师一年来为这所学校所付
出的巨大牺牲。

2018年两江新区同时要建设8
所学校，都要求在9月开学，以缓解
区域百姓入学矛盾。为了落实承
诺，单为行远小学的问题，管委会领
导就不知道来过多少次，施工关键
阶段，更是召集10多个部门，连续
18天都在现场办公，积极协调解决
土地规划、工程施工上的难题。

至于行远学校的老师们，暑
期从未休息过一天，从参与校园
建设、招生宣传、设备采购到新教
师培训等各种筹备工作，眼看一
天天都扛过来，新学校最后如果
因为个别家长的错误行为，不能
正常开学，作为校长的她，怎么能
不痛心。

作为校长的她，此时必须站出
来，当晚她写下长长的一封致家长
的公开信，对家长们的诉求再次进
行了详尽回复，而且将政府建校历
程、学校治学理念、解决措施到教
师们此时的心情，一一陈述。

那一天，公开信发到了家长群
里，一片沉默，这之后质疑之声也
逐渐平息。

校园在艰苦创业中蝶变

“谢谢，很满意，
很满意，学校的工作
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
的预期。”9月1日新学
期开学，家长陈清秀
拉着两江新区行远学
校 教 师 的 手 激 动 地
说。一年来亲眼目睹
孩子和学校的变化，
她和众多家长一样，
从开始的质疑到逐渐
接受、认可，再到如今
完完全全的尊重和满
意。这里面该有多少
不为人知的故事……

两江新区行远小学用爱构筑和美家校关系
从质疑到认可、再到“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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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教育

经历建校风波，又一次次让一些家
长“难堪”，家长怎么看待学校的工作？

“从没有不愉快的沟通。”成立一年
的家委会成员们，对校方的评价非常高，
在他们看来，凡是家长们的合理诉求，都
能得到学校的及时回应，一律给予大力
支持配合。

家长许平起初对这所新学校有点不
放心，但一年来的交往，让她及身边家长
对学校工作从当初的质疑、逐渐信任、到
100个放心。

“开学前的环保检测，完全由我们自
主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过程、结果
令我们很满意，感受得到学校对学生安
全是非常用心、负责的。”家长何莲花认
为，学校处理事务过程坚持公开、透明、
民主的方式，坦诚相见，一下打消了不少
家长的疑虑。

有家长担心开学后学生午餐质量。
于是，学校多次邀请家长代表参观伙食
团，并允许家长代表有权利随时进校抽

查食品质量，监督、检查食堂卫生标准和
流程执行情况。

外地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后，学校更
是主动承诺，所有食材确保新鲜采购，不
给孩子提供任何冰冻食品。有一次，伙
食团师傅因为过儿童节，忘记了这条规
定，好心为每位孩子准备了炒饭加炸鸡
腿，但是冰冻鸡腿在校方的要求下，硬是
协商配送公司更换为鲜肉，烹饪红烧狮
子头。

校服采购在家长来看是一件大事。
于是学校也全权委托家长代表组织公开
竞标，虽然对价格、面料大家几次都没有
形成统一意见，校方也并不太着急推进，
而是充分尊重家长意见，让大家都能找
到满意的解决方案。

“在涉及学校重大事务的处理上，我
们处处感受到的是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家长王娟认为，有时候学校对教育理念
和原则的坚守，丝毫不影响大家对学校
的好感。

敢于说“不”更善于说“是”

2018年8月31日是行远小学
正式开学报到的第一天。

头一天还在通宵奋战筹备开学
的老师们长舒一口气，终于按照约
定给市民交出了一个崭新整洁、环
境优美的校园。望着涌入校园的一
年级学生和家长，此时的邹贤莲却
开心不起来。

原来，行远小学地处旧城改造
区，周边流动人口、在外务工家庭比
较多，这里的家长平时穿着比较随
意。

“教育需要敬畏，教师需要尊
重，校园作为教书育人的场所，首先
应该保持优雅、整洁、文明的氛围，
不然怎么以身示范。”想到这点，邹
贤莲越想越生气，一点也不留情面，
当场就把部分家长“请”出了校园。

“这里的校长好‘凶’。”虽然私
下里有家长这样评论，但说来也怪，
没有家长对此提出异议，再后来的
家长再也没有出现过各种奇装异服
了。

对于不合理的教育现象，要大
胆说不，敢于说不，坚持正确的教育
理念，校园才能真正成为教书育人
的净土。这是行远小学一以贯之坚
持的治校风格。

开学刚一月，一位美术老师的
遭遇，再次让老师们紧锁眉头。原
来国画选修课上，一位一年级小朋
友的衣服被同伴不小心弄上了一团
墨汁，孩子家长看到后特别生气，对
老师不依不饶，认为老师不负责任

……美术老师委屈得直掉眼泪。
回想开学以来的一些场景，让

人难以平静：因为孩子的脸被同学
不小心踢到了，直接在群里质问老
师的家长；因为孩子一个人不喜欢
英语，向校长发短信，要求取消整个
年级英语课；还有一名家长因为听
了一节课，觉得没达到自己的期望
值，直接提出要求换掉某老师……

教师是一份神圣的职业，需要
用爱和良心去浇灌孩子的心灵，但
是当他们的尊严被践踏，他们的爱
心被曲解，何来全身心投入给孩子。

学校在详细了解美术老师没有
任何过错的情况下，组织了专题讨
论，大家形成一致意见后，以公开信
的方式向所有家长朋友阐明学校的
态度：教师职业需要尊重，正确引导
家里的老人换位思考、控制情绪，平
和沟通，选择行远就请以信任的态
度相信老师，携手共进……

第二天，学校收到很多家长情
真意切的回信，表达信任和支持校
方立场。而那位学生的家长也意识
到错误，回复了一封长长的致歉信，
并亲自上门向老师道歉。

学校，是教师最坚强的后盾，如
果学校在不合理诉求面前，一味妥
协迁就，片面苛责教师或者不作为，
伤害的不只是一位年轻教师，而是
背后一群同甘共苦的教师，影响的
是整所学校的办学氛围，最终受伤
害的还是家长、学生。行远小学坚
持这样的观点。

教育需要敬畏 教师需要尊重

短短一年，家长们感受到行远人对
教育理念的坚守，更看到他们对每个孩
子深深的爱。

这份爱深沉而朴实，几乎在每位教
师身上都是自然流露。

“希望你们经常来打扰我。”数学老
师谭林每次放学都要给家长叮嘱。为了
帮助不会辅导孩子学习的家长，他经常
都主动把这些孩子留下开小灶，实在没
有时间也要通过视频，在家远程辅导孩
子们的作业。

学生小豪从小身患残疾，初入学时
与人说话很紧张，从不上台发言，害怕别
人投来的异样目光。两位老师廖文琴、
秦婷从不嫌麻烦，出操、吃饭、课间，走到
哪都爱带上他，把他捧在手心上，让他时
刻感受到班集体的温暖。平时上课鼓励
他多发言让他找到自信，还发动身边同

学，轮流陪伴他日常学习，做好生活的小
帮手……慢慢地，小豪走出了自卑阴影，
经常都能看见脸上自信的笑容了。

小白因为家庭变故，从小父母都不
在身边习惯养成差，上课经常不守规矩，
让老师十分头痛。班主任老师幸仁娇从
未轻言放弃，一点一点教会他学校的规
矩，并给他生活上的温暖。家庭困难，申
请学校在校服、就餐上减免；早餐、午餐，
经常牵挂孩子吃饱没有。甚至还充当家
庭调解员，反复做好在外打工家长的思
想工作，花时间关心孩子。小白也从以
前调皮捣蛋到慢慢喜欢学习，现在基本
能正常融入到班集体。

类似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每一位行
远教师身上，都能或多或少找到。行远
人用爱、用对教育的一腔热情，构筑起了
家校之间的心灵之桥，暖心之桥。

用爱架起家校心灵之桥

如果把家校关系比作一个个同心
圆，孩子就是圆心，家长、教师、学校所做
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孩子。能不能努力画
出最圆满、最幸福的圆？取决于“圆规”
的两头，一头是用心用情办学的老师，一
头是对学校教育理解和支持的家长。

漫步校园，处处感受到行远团队为
孩子们付出的匠心。

校园吉祥物大雁，行远人的精神代
言绿萝，雁启楼、雁行楼、雁志楼……蕴
含行远精神文化特征的名称、图案随处
可见；营建的时光长廊里，收集、摆放的
旧时农具、木工工具、生活用具多达300
项……行远团队奉献给孩子的是一座最
有文化味的新建校。

校园里最让家长开心的，是配置齐
全的各种功能室，宽敞明亮的舞蹈形体
室、琳琅满目的乐器间、翰墨飘香的书法
室、智能创客教室……特别是学校立足
培养“全面发展、个性飞扬的未来型小公
民”，为孩子们开设了30个社团，涵盖足
球、书法、舞蹈、主持等兴趣课程，圆了不
少孩子的艺术梦。

为了与家长建立起紧密的共育协作
关系，学校精心开发“家长共进”课程，并
在学校官微开辟专栏，定时给家长推送
有关家庭教育的经验文章，还以书信的
形式与家长交流。

“多奖励，少指责。培养自信。”“制
定作息时间表，增强时间观念”“坚持课
外阅读，形成良好习惯”……通过对家长
有效陪伴的反复指导，更多孩子收获了
成长。

一处处小细节，窥见行远团队对孩
子的用心程度。

翻开学校的《登登远远成长手册》，
这是行远团队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反复
磨合研发的假期课程：“花生长在地里还
是树上？”“博物馆里看到了什么？”“创编
一首童谣小诗”“听听孩子分享到的有趣
故事”……从这些图文并茂，幽默风趣的
课程设计中内含作息规划、体育锻炼、绘
画唱歌、科学创造、综合实践等内容，给
孩子、家长更多实践性、体验性，在个性
化学习的同时，也为家长陪伴孩子指明
一些方向和方法……

课程改革方面，结合学情、校情，学
校创新开设弹性学习制，打破每节课40
分钟的桎梏，根据课程需求和学生身心
特征，实行15分钟的微课、35分钟的中
课、60分钟的长课的弹性课程。还将相
邻教室拆除换成可移动隔墙，便于跨班
级、跨学科学习。

李达毅 文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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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共绘幸福同心圆

老师和学生课堂上积极互动

培养全面发展，个性飞扬的未来型小公民

行远小学校园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