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园共育促儿童全面发展
汉中市伞铺街幼儿园     张海燕

校园文化建设

家园篇



达成共识 科普育儿



共育前提：掌握家长需求   赢得信任和尊重



幼儿不同阶段  家长不同关注
小班幼儿年龄小，自理能力差；家长会侧重于保育。

中班幼儿自主性和独立性提高，家长关注一日活动安排和孩子的变化。

大班幼儿即将进入小学；家长关注幼小衔接。



教师与家长沟通策略
伞铺街幼儿园培训主题四



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通知或提醒家长注意的事项，可利用家长接送孩子的时机，在走廊或活动

室沟通，三言两语解决，且不需要回避他人。

  遇孩子出现问题需要与家长沟通，应回避他人单独在走廊或某地沟通，共

同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

  沟通内容较复杂，涉及的问题较严重，应在幼儿园办公室或幼儿家中等不

受干扰的地方沟通，教师可委婉的让家长认识到孩子问题的严重性，并和家

长一起分析、查找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掌握非语言技巧 (表情占 55%，声调占 38%，语言
占 7%)

与家长保持平行的目光，避免仰视、俯视的目光和游离的眼神
。

用微笑、点头等表示对家长的尊重，用身体前倾或以“对”
“是”等短语来回应来表示对话题饶有兴趣，最好能动笔记录家
长谈话的要点。
注意力集中，不要边谈边干其他事情，心不在焉。

注意观察家长的情绪，不好时最好不要追着家长说。



运用恰当的谈话方式
1 ，谈话前为避免紧张，可向家长询问孩子生活情况。

2 ，谈话内容始终集中在孩子身上，尽量多介绍孩子在园表现，询问
在家里的情况。

3 ，多倾听家长意见和看法，不要随便打断家长谈话，与此同时还要
巧妙引导。

4 ，尽可能用第一人称“我”来表达要说的内容，而不要用“你”来
提出要求。

5 ，交谈一段时间可略作总结，表示理解和认同。



谈话侧重点要因人而异

                性格直爽—直奔主题，
         脾气急躁—多提长处 委婉缺点，
         宠爱放任—宣传科学，
         淡漠教养—直指问题严重性。



特殊情况的处理
对待家长的不满、抱怨甚至愤怒，应真诚的与家长沟通，以得到家长的信

任和理解。

想一想自己是否真的错了，如果确实是自己不对，应诚恳地向家长道歉。

要始终尊重家长。如果家长的嗓门越大，自己讲话的声调就要越轻，速度

要越慢。



家园共育形式





家长会                          提前告知 打预防针

问候语
园情班况的介绍
教育教学方面的介绍
问题的剖析
希望家长配合的项目



亲子活动

趣味运动会
春季踏青
秋季远足
社区活动（超市、邮局、电影院、市场）
合作工作坊（手工作品、种植园、表演秀）
家庭课堂





主题活动

六一庆典（亲子操、服装秀、童话剧）

主题资料的收集和展示（认识身体、食物的营养、跳蚤市场）

节日主题（元旦、植树、端午、五一、七一、中秋、国庆、重
阳）



邀请海报的设计邀请海报的设计

邀 请邀 请

摆 摊 设 点摆 摊 设 点 买 卖买 卖





忙碌的粑粑们



家长助教日
每周三和周五、一班一人、行政班

提供体检表

孩子能独立，没有行为依恋

服饰符合工作场合

3： 00---4:00一小时独立组织

提前一周提交《助教工作计划表》





共育纽带：家长委员会



家长委员会组织结构和任务

 由班级老师推荐候选人，通过家长会投票选举出班
级家长委员会成员四人（会长、副会长、宣传委
员、组织委员），与班级老师一人，形成 5人。

 家长委员会由各班老师推荐二至三名以上家长代表
组成，代表任期一年。到期可改选，也可连任。家
长委员会每学期至少开一次，必要时可临时召集会
议。

 帮助家长了解幼儿园的工作计划和要求，协助幼儿
园的工作；及时反映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协助幼儿园组织交流家庭教育的经验。 

                                                   



伙食委员会组织与任务
 伙委会的成员包括幼儿园园务委员会成员、年级组

长、保育员代表、炊事员代表、采购人员、保健医
生、财会人员及热心、负责的家长代表组成。伙委
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三名，其他委员十三名。 

 伙食管理委员会（简称伙委会）是在园长直接领导
下，代表广大师生和家长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幼儿
园伙食管理，维护幼儿利益。伙管会接受幼儿园园
务委员会的监督、检查、考核。同时也接受广大师
生及家长民主管理和监督。 

                                    



家长委员会基本职责
家长委员会应在幼儿园的指导下履行职责。

参与幼儿园管理。对学幼儿园工作计划和重要决策，特别是事关幼儿和家长切身利益的
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幼儿园保教和管理工作予以支持，积极配合，帮助改进工作。

参与教育工作。发挥家长的专业优势，为幼儿园教育和管理提供支持。发挥家长的资源
优势，为幼儿园开展园外活动提供教育资源和志愿服务。发挥家长自我教育的优势，交流
宣传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

沟通幼儿园与家庭。向家长通报幼儿园近期的重要工作和准备采取的重要举措，听取并
转达家长对幼儿园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反映家长的意愿，听取并转达幼儿园对家长的
希望和要求，促进幼儿园和家庭的相互理解。



班级管理中遇到的家长问题
伞铺街幼儿园培训主题五



不信任

 解决方法：
家长助教日
班级群及时发布每日教育内容和
活动信息

问题      

  家长对幼儿在园一日
生活了解不到位，总
幻想一些不安全的事
宜，反复的询问老师
，或回家“审问”孩
子，直到证实自己的
猜想方才罢手。

内因分析

    家长的不安全感导
致自我悲观主义凸显
，对任何事物都从最
坏的结果考虑。



祖辈家长的问题
 解决方法：
直面问题，将孩子与群体中的其他孩子
横向比较，讲后期的后果，引起家长内心
的不安。
请家长观摩活动，观察他的孙子在群体
中的表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教师帮助制定转变和矫正孩子不良行为
的具有可操作性，符合幼儿现阶段发展的
计划，争取到家长的配合后，指导家长分
期逐步进行。

问题

     面对长期祖辈带大
能力弱的孩子，怎么跟
祖辈家长有效沟通，改
变大包大揽，达到放手
培养的观念？

内因分析

    隔代的溺爱。生活
闲暇时间多，自己的业
余爱好少，生活圈子狭
窄，导致所有重心都在
孙子辈上。



爱面子的家长  解决方法

沟通前，观察该幼儿，挖掘幼儿自身存
在的优点（把孩子正常的表现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
教师把需要沟通的主要事宜放在最后讲
述，（四分之一 ------三分之二时间陈述
优点）
说行为上问题导致的后果，用理解的语
气剖析孩子的思想（企图）。
指导家长当孩子出现错误时，使用行为
中断法及行为塑造法。

 问题  

      在与调皮孩子的家
长交流时，家长不能正
确面对孩子的问题，总
是帮自己孩子找借口，
该如何应对？

内因分析

       家长注重的是自
己的面子，习惯倾听赞
扬的话语，喜欢被他人
羡慕，从中获取尊严。



家长与孩子的沟通问
题  解决方法

询问家长：是不是每次您接孩子的时候
都是这样问？然后说出内因，让家长明白
。
改进班级管理方式，将每周计划表、食
谱和每日工作重点发到家长群里，方便家
长第一时间了解，真正达到家园共育的目
的。

问题

家长反映：每天接孩
子回家时，询问在园
情况，孩子总说“不
知道！”

内因分析

        这样的询问已经
成为多数家长的习惯
做法，导致幼儿精神
疲惫和厌倦，为避免
回答第一个问题导致
后续一连串的跟进问
题



如何指导家长培养幼儿
注意力  解决方法

是不想专注，还是无法专注？了解抗拒的原因
。

肌肉耐受力与年龄的关系，通过跑步锻炼臀大
肌、大腿肌的力量，加强耐受力。

观察孩子在操作事务的心理活动，降低事物的
难度。

书籍和玩具定期更换，不能过多出现，导致幼
儿眼花缭乱，注意力涣散。

大声读书，调动口、眼、脑相互协调，不读错
、不读丢、不读断。

孩子专注做事时，不要随意干扰。

与孩子做“自我约束力”的游戏。如《我们都
是木头人》

孩子做事情总是三
分钟的热度，与家
长谈话总是无法安
静专注倾听。



幼儿规则意识薄弱

问题

      幼儿自制力，行为自由散漫，不愿受拘束，不能很好合

作，易争执，发生攻击性行为等任性自私、不守规则的表现。

 解决方法：

幼儿理解规则，参与制定规则，让孩子成为规则的主人

赋予孩子一定的权利，自己制约违规行为

让孩子感受遵守规则的乐趣，了解违规的后果、并为其
承担一定的责任。

细心观察孩子，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能一次要求太
多

在讲解规则时要注意语言的简短、精练、条理清晰、便
于记忆

成人要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长期坚持，巩固规则

内因分析

       由于教育观念的问题，对孩子

的早期教育大幅度地倾向于智力投

资，而往往忽略了道德品质、社会

性能力等非智力因素的启蒙与教育

。



幼儿能力弱
问题

         生活自理能力差，动手活

动基本无法完成，缺乏勇敢，

遇事退缩。

家长减少包办代替，放手让孩子自己完成

对孩子完成的任何结果都给与赞扬（ 80%） +指导 (20
%)

 家长做家务工作时故意展示给孩子看，动作放慢（熏
陶学习）

分步骤教，动作慢，语言少，清晰明了，幼儿易掌握。

内因分析

     家庭溺爱，家长大包大揽，不放

手，忧患意识过重。



幼儿个性强，爱争强好胜

问题

      仅爱听表扬，不接受批评，明知道自己错了也不

愿承认错误，情绪低落，甚至大哭大闹蛮不讲理。

家长不应用权威、生气方式压制孩子的自主意识。

给孩子一定的自由，用选择法满足孩子的控制欲。

当孩子哭闹或情绪低落时，试图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年
龄较小幼儿）

给孩子事前立规矩，事后要评价，该惩罚必须受罚，让
孩子明白自己受罚的原因，自愿接受后果。

蛮不讲理时家长可采取漠视处理，甚至可以采用隔离法
。

内因分析

      这部分孩子有坚强、坚定的意

志，好胜心强，目的性强；能够通

过成功获得愉悦感，在集体中表现

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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