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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幼儿教育改革的深入与素质教育的
开展，幼教界人士进一步认识到：要提高
幼儿素质，光靠幼儿园是难以实现的，必
须家园合作。因此，家园共育或家园合作
教育的提法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关注。

      家园共育——这个概念的明确提出是
在20世纪90年代。它的本质特点就是一个
“共”字，即幼儿园与家庭、教师与家长
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幼儿发展。家园共育
是新时期体现大教育观的一种教育理念。



     家园共育突出了家庭与幼儿园同是培育
幼儿的重要环境，家长与教师都是教育孩
子的主体，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应该携手
合作共同担负起教育幼儿的任务。

      家园共育强调幼儿园与家庭的双向互
动，幼儿园既要对家长做工作，帮助家长
提高科学育儿水平，同时也要求家长参与
幼儿园的教育与管理，成为幼儿园提高教
育质量的重要资源。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思想、情感相互交流、
合作的基础。幼儿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
有很多种方式，常见的有：?????



家访、通讯联系（家园联系手册、便条、书信、电
话通知等）、家长园地或教育橱窗、班级家长会、
个别交谈
     很多的幼儿园新教师反映说“在做家长工作
中感到最难的就是与家长的沟通。”在家园教育理
念下，教师与家长沟通时要注意那些问题？

















• 经常性。家园沟通不能只是开一两次
家长会，搞个家园联系栏。因为孩子
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动态渐进的过
程，所以需要家园经常性的，及时的
沟通。经常性沟通的方式多种多样，
应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运用，并创造
新的方法。经常性的家园沟通既要面
向全体家长，又要有重点。



• 双向性。沟通不只是幼儿园单方面地
向家长反映、汇报孩子在园的表现，
家长也需要将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告诉
老师，双方要相互交流信息，反馈教
育效果，共同研究配合教育的方法，
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共识，实现同步
教育，促进幼儿发展，家园沟通双方
都有责任，但幼儿教师更应主动，幼
儿教师要为畅通沟通渠道创造条件。



• 注重个别的沟通。沟通有面向全体家长、部分家
长和个别家长的，由于孩子的情况各异，家长的
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大量的、经常性的沟通
是个别化的。个别化的沟通要着重于针对每个幼
儿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家长在教育上的问题而进
行，以促进每个孩子的身心发展为目的。个别化
的家园沟通方式有很多。特别强调的是教师要充
分利用家长接送孩子的机会与家长沟通，这种方
式简便及时，很受家长欢迎。



      

      搞好家园沟通关键在于，教师与家长之间要建立相互
信任、尊重、支持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要建立一种亲密
的感情。而这一切首先取决于教师的态度与行为；对孩子
的关爱，对工作的责任感，对家长的尊重和理解。当家长
感受到教师喜爱和关心自己的孩子、工作尽心尽责时，会
自然地产生很大的信任感，并由衷地尊重老师；当家长感
受教师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自己，理解和尊重自己。
就会消除心理上的距离。就会乐于与教师接近，愿意与教
师沟通和配合。教师与家长之间如果架起了情感的桥梁，
就会为家园沟通和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教师与家长的关系

• 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关系定位

• 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 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的交往策略



幼儿教师与家长的关系定位
       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应该是以民主、平等、共讨为主要特征的合作伙

伴关系

• 教师常常表现出开放、民主、研讨的心态。

• 家长作为幼儿教育重要参与者提出宝贵意见。  



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对幼儿的影响

1、使幼儿无论在家还是在幼儿园都处于一种被关心、
被爱笼罩的温馨氛围中，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2、有利于保持家园教育的一致性、协调性，不会因
家园不一致而导致幼儿无所适从



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对家长的影响

1、有利于丰富家长的育儿知识

2、有利于提升家长的育儿行为



幼儿教师与家长的交往策略

         

1、教师要将家长视为教育孩子的合作者，以相
互尊重、平等互助的原则与家长相处，要理
解家长对孩子的关爱之情



幼儿教师与幼儿家长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对幼儿教师的影响

1、有利于幼儿教师扩大知识面，丰富社会阅历

2、有利于幼儿教师的因材施教



2、教师要认识到家长对教师所实施的教育实践的
     肯定与支持的重要作用

（1）激发儿童学习的动机以及更好的适应幼儿园生活

（2）支持幼儿园各项活动的开展
        



        在小区后门的人行道上，几个老师带领着幼儿园的孩子们
在向行人发放宣传标语，邀请他们加入做文明市民的签名活
动。最显眼的是三个主动加入的家长志愿者的热情参与其中。       
点点的爷爷把孩子们制作好的标语传递给小朋友；贝贝的奶
奶带着孩子们在散发宣传标语；宝宝的外婆手拿着标语，热
情地对路过的行人说：“请你们加入做文明好市民的活动，
请来签名。”路人脚步尚未停下 ，她已是激动地说：“这是
孩子们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大人应该积极响应的！” 。孩子
们在老师和长辈的影响下不再害怕向路人开口，热情地向他
们宣传做文明市民的行为。一向话语不多的玲玲今天居然那
样的活跃，拉着路人的手，一边讲解一边把他们引领到签名
处，表现出很好的活动能力。不知不觉中，这群队伍里又多
了几个家长志愿者，他们与老师们一起保护起孩子的安全。



3、教师应采取多种有效的策略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
教育

  （1）从电话开始 。开学前，教师最好花一周左右时间
给每位学生的家长打个电话。由此建立起双方的联系。

  （2） 新学年调查
  （3） 重要活动月历表
  （4）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家长的积极性。



4、教师要讲究沟通技巧，能够通过与家长进行坦诚而有效的
交流与合作，赢得家长对教学给予更多的支持

（1）单独沟通,避免伤害家长的感情
（2）先报喜,后报忧
（3）用请教式的态度和口气提出看法
（4）提建设性的批评意见



5、教师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形式向家长提
供幼儿园课程安排的相关信息以及儿童在幼儿园所
取得的各方面进步的信息，并且定期邀请家长到幼
儿园参观

6、教师通过各种方式协助家长在家庭中支持儿童的
学习与发展



与家长沟通的艺术
与家长

沟通的艺术



沟通的定义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

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





沟通的意义决定于。。。。

•对方的回应



一、沟通没有对与错，只有有效果与没效果之分

二、自己说得多、对，没有意义，对方收到的讯息才最重要

三、自己说什么不重要，对方听什么才重要

四、同样的话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

五、沟通的效果，来自声调和身体语言

六、说话的效果由讲者控制，但由听者决定

七、改变说的方法，才有改变听得效果

八、沟通成功的先决条件——和谐气氛

九、抗拒是对讲者不够灵活的指正

意义



如何

与家长沟通？ 



一、尊重家长：

• 尊重他们的人格与观点，耐
心、虚心、诚心的听取家长
的一些合理有益的建议，努
力营造一个和谐、轻松、愉
快的交流环境



二、肯定孩子：

•教师一句微不足道的称
赞，都会让家长感到高
兴，直至影响对待孩子
的态度 



三、对家长一视同仁

•        家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幼
儿园的那一天起，家长和教师
就开始了共同的历程——教育
好孩子 



四、语言
        的艺术性
           

    先扬后抑，即先肯定孩子
的优点，然后点出不足，这样
家长就易于接受。

宝贝棒极啦！



五、教师要树立正确的
观念,充分认识家长参与
的重要性



   家长本身也是幼儿园
           宝贵的教育资源



六、要有正确的合作态度

• 沟通是充满爱心、关心、热
心、诚心、责任心的



七、采用多种方式吸引和鼓励
家长参与幼儿园的教育活动，
充分发挥家长的作用



八、教师是一个引领者 





没有快乐的地方只有快乐的人，让我们只做快乐的
人！



引子：虎妈妈
的战歌                                                                                                                                                                                                                                   

                                                                                                                                                                       

       美国耶鲁大学的华裔教授蔡美儿出版了一本名
叫《虎妈妈的战歌》的书 ，在美国引起轰动。该书
介绍了她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她
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
不好就不准吃饭等。虎妈的教育方法轰动了美国教
育界，并引起美国关于中美教育方法的大讨论，如
今讨论随着《时代》周刊的参与几乎达到了一个高
潮。虎妈的故事登上了最新一期《时代》周刊封面。

思考：这里“虎妈妈的教育”是指幼儿园教育、
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中的哪种？这种教育有什
么特点？

最新《时代》
封面《虎妈

的真实故事》



要点总结：

            家庭教育具有亲情性、随机性、
连贯性等突出特点，决定了家庭对孩
子教育影响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同
时也是终生的教师。











幼儿园与家庭的合作



    案例1：  大一班的梅天润妈妈是医院的助产士，

同时也是大一班“家长助教“的积极参与者。为此，

老师想利用这个家长的优势资源，切合幼儿的实际认

知，和家长一起设计了活动”我从哪里来？”让幼儿

知道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生长过程以及以及如何出生。

课堂上，“医生老师”身穿白大褂，结合形象的图片，

给幼儿作了生动的讲解，孩子们听的津津有味，好奇

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医生老师”还让孩子们戴着

听诊器，相互听听心跳，在轻松快乐的游戏中获得了

知识，教育效果非常理想。 

一、家园合作的意义

        分析：此处家园合作有什么意义？



总结要点:

   1、家长是幼儿园宝贵的教育资源，可以使幼儿园从家长那里获得人力、

物力的支持。

2、家长参与幼儿园的教育活动，可以让家长密切亲子关系，改进家庭教

育。家长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与学习，更好地认识自

己孩子的特点，同时，也使幼儿有机会了解自己的父母亲的工作与“本

领”，对家长产生敬佩、尊敬的情感。 

   3、通过家园合作，家长也可以从幼儿园获得科学育儿的专业知识，通过

配合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可以提高和改善家庭教育的质量。



• 家园合作，为幼儿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 家园合作，为幼儿园教育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 家园合作，可以密切亲子关系，改善家庭教育

家
园
合
作
的
意
义



二、家园合作的原则

案例2：

    小班幼儿的家长会，年轻的父母济济一堂；到了大班，出席家长会的则
大多是被委以重任的祖辈。对此，一些教师感慨：“现在的家长越来越不重
视家园共育了。”是什么原因使家长渐渐失去了参与幼儿园活动的热情呢？ 
      一个朋友向我抱怨，说幼儿园的家长会令人迷茫：“家长会像教师的
工作计划交流会。教师把自己的教学计划读一遍，其中还有许多你们的行话，
比如角色意识、区角活动等，我们听不懂，所以很没劲。” 
       又一个朋友向我道出逃避参加家长会的无奈：“每次家长会像是开批
斗会，我家小囡很顽皮，老师讲着讲着就把他当反面材料提出来，让我很难
堪也很失望。” 
    还有朋友告诉我：“开家长会就是老师的报告会，轮到我们家长提建议
的时候，老师一般没有认真听，我们还没有说完就宣布散会了。”

   思考：结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关于“幼儿园与家庭合作”
的原则，试分析此处家园合作中教师是否遵循了相应原则？



     幼儿园与家庭合作应遵循的原则

•平等  把家长看作平等的合作伙伴。

•尊重   尊重家长作为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

不能居高临下地把家长当作教育对象和教师工作的助

手。

•责任分担  幼儿园和家庭在幼儿的教育问题上负有

共同的责任。

•互惠  在争取获得家长财力、物力、人力支持的同

时，要让家长参与幼儿园活动，让家长获得正确的教

育观念和教育方法。



案例3：
    一位家长抱怨道：“我的孩子在幼儿园已经很长

时间了。说真的，我现在对孩子在园情况很不了解。

孩子每天在幼儿园八个小时，晚上接回家和家长也就

呆上两个小时。孩子回家不太说幼儿园的情况，问老

师，老师总说‘挺好的’。真不知这‘挺好的’到底

好到什么程度，我们家长该为孩子做哪些准备？”言

语之间，充满了对孩子教育的焦虑，对了解孩子在园

情况的渴望，对“挺好的”的困惑。

   思考：1、请问此处家园合作了没有？

2、你认为幼儿园与家庭合作的内容有哪些？



总
结
要
点

 分析：此处家园没有合作。

     因为幼儿园老师没有给予家长对孩

子在幼儿园的知情权，即没有及时把幼

儿在幼儿园的表现反馈给家长，也没有

给家长了解幼儿在幼儿园生活和学习情

况的机会。这样做就把幼儿园教育和家

庭教育截然分开，致使家园分离，未能

形成教育合力。



三

家
园
合
作
的
内
容

• 主动向家长了解孩子出生、成长的情况

和个性特征

• 保障家长的知情权，让家长了解幼儿在

园的一日生活及具体表现

• 保障家长的参与权，让家长参与幼儿园管理决策与监督

• 在幼儿园课程建设中吸纳家长的意见，并充分利用家长的教育

资源

• 向家长传递科学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提高其养育孩子的能力



案例4：

      小一班有个小女孩叫王洁，从一进园就引起了老师的注意，为什么呢，首先，

她比别的幼儿晚来了几天，最重要的是从开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从没主动说过话，

对小朋友也如此。这是老师参加工作几年来第一次碰到的怪小孩。接着更多的新问

题又出现在她的身上。如：每天午睡尿床、遇到事情爱哭、老师的语气稍微重了点

就要使小性子；弄得老师都不知从入手来引导、改变她。一天，好久没来接她的妈

妈终于来接她了，我马上叫住她的妈妈，想从她的身上多了解王洁的情况。当我与

她的妈妈一交谈，我便为她的爱心所感动。原来，王洁从小是个弃婴，是她的妈妈

把她领养的。虽然她不是亲生的，但她妈妈比自己亲生孩子还要疼她、爱她。这时，

我感到了她妈妈的伟大。因为从平时对王洁的态度以及王洁看到她妈妈的高兴劲，

旁人是绝对不会想到这不是她亲生的女儿。而且我还了解到王洁的父母长期在外做

生意，所以在生活习惯方面难免会比其他小朋友差。临走时，她妈妈一直请我好好

帮助她的女儿。

    思考：1、此处家园合作采取了哪种方式？

          2、你还知道哪些家园合作的方式？ 

四、家园合作的方式



•  家长学校

•  家长会

•  幼儿园开放日

•  亲子活动

•  定期家访

•  家园联系手册

•  家庭教育宣传橱窗

•  网上教育论坛

……

幼儿园与家庭合作
的几种方式



思
考
与
练
习

       家园合作中，教师与家长沟
通的技巧有哪些？



参考与建议

教师与家长沟通的技巧

•用日常普通语言与家长交谈，切忌使用专业术语

•要用平等的身份与家长交谈

•交谈时不要谈及别的幼儿

•谈幼儿缺点时注意方式方法：借助儿童发展的知识来表达；先肯定幼儿的
优点和进步，再婉转提出问题要求。描述时不加任何评价，反对告状式描
述孩子行为。

•积极倾听。要敏感地觉察与体验到家长的情绪，以及引起这种情绪的原因

•·幼儿在场时，教师要注意谈话的内容，以免影响幼儿的自尊心和家长的
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