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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期间启动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惠及千万家庭

变“避灾日”为“学习日”，化客厅为一家三代共同成长课堂

非常时期，非常状态，非常课堂，非常成长。

为了配合全国人民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万众一心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在保障广大教师、家长生命安全的同时，满足家长

学习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的需求，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在委领

导的指导下，联合三宽家长学校全国总校自 2020年 2月 3日起，正式启动为期

28 天的三宽“非常课堂”公益活动，28 天每天一堂优质的家长教育课程，通过

互联网平台免费向全国家长开放，为“宅”在家里抵御疫情的家长们提供学习与

帮助。

该活动启动以来，得到了多地关工委、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广大教师、

家长的积极响应。山东滨州、聊城经济开发区、淄博周村区、四川自贡、河南开

封、范县、安徽淮北、江苏徐州、连云港赣榆区、广东江门市蓬江区、内蒙古呼

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河北保定莲池区、江西共青城、湖北五峰教育局以及湖

北十堰郧阳区委宣传部等单位通过发文件、通知、倡议书等方式要求学校组织家

长在家通过手机、电脑或电视收看三宽“非常课程”。

河南范县教育局长黄守月在文件下发后又通过网络会议做进一步部署。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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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数据显示，三宽“非常课堂”上线四天时，范县参与课程学习的家庭就达到了

8万之多。

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教体局把组织家长在抗“疫”期间在家参与三宽“非常

课堂”课程学习作为重要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专人负责指导区域内所有中小学、

幼儿园组织家长收看课程，并将课程笔记、学习心得通过微信群进行展示和交流。

四川省教育厅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主动联系三宽家长学校负责人，并安排专

人协调，以最快速度将三宽“非常课堂”课程内容植入到四川省教育资源平台，

在非常时期让高质量的家长教育内容最大限度地惠及全川家长。

正处在抗“疫”风暴眼的武汉教育电视台，每天挤出 60 分钟时间，播出三

宽“非常课堂”课程，为处在“封城”状态下的 1000多万市民送去精神食粮。

同样处在抗“疫”一线的湖北十堰市郧阳区委宣传部会同区创文办、教育局、

妇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全区所有家长、城乡居民都要参与三宽“非常课堂”

的学习。

中国移动云南教育平台、济南教育电视台、山东党媒“大众网”、聊城电视

台、临沂市智慧教育平台、重庆江津广电平台、徐州教育在线、河南许昌电视台

等媒体直接在疫情期间开设三宽家长学校栏目，引进三宽“非常课堂”课程内容，

指导家长把“避灾日”变成“学习日”，把千家万户的客厅变成一家三代自我学

习和成长的平台。

全国广大家长表现出空前的参与学习的热情，2 月 3 日为三宽“非常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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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播第一课，课程内容为《家庭教育的“本”与“末”》，主讲专家为三宽教育

创始人萧斌臣和教育专家张旭玲，课程上线后一个小时，就创造了 36 万家长同

时在线看课的奇观。2 月 4日第二课上线后不久，因同步在线家长太多，导致强

大的后台不堪重负，短时间出现故障。根据后台数据，截止 2 月 15 日，“非常

课堂”的课程播放量超过 1000 万次，参与学习的家长超过 2000万人次。人群覆

盖到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广大家长对三宽“非常课堂”的课程质量好评如潮，非常感谢中国关工委事

业发展中心、三宽教育和各地教育局、学校，在疫情期间，雪中送炭为广大家长

送来了“精神食粮”。

重庆江津区四牌坊小学学生家长徐超曾经在孩子所在学校，现场听过三宽专

家的课程，他说，当时的感觉就是：醍醐灌顶、拨云见日。但这样的学习机会可

遇而不可求，没想到疫情期间，足不出户都能聆听专家智慧，简直是饕餮盛宴。

我们是举家参与学习，像孩子们追星一样，一堂课也不拉下，收获实在是太大了。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伊敏河镇一小六（二班）杨茗凯同学的家

长在课后分享中说，过去我们认为关心孩子成长就是关心考试分数、排名，每次

孩子考试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就会加速……听了三宽“非常课堂”的课

程，才知道陪伴孩子成长有比成绩、分数更重要的事情要关注、要付出心血。

江苏省徐州市公园巷小学一名家长，用思维导图做听课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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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自贡是中国关工委事业发展中心“家校社共育”的优秀示范区，全市在

教育和体育局周耘局长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四轮驱动的大教育发展格局，推动

了自贡教育的再次腾飞。在教体局的组织下，汇东实验学校的周德华校长要求各

个校区积极组织发动家长参与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的学习。

汇东实验学校南湖校区三宽种子教师、班主任申娅俐每次在班级群不仅组织

家长学习、而且在学习后引导家长交流分享学习收获。申娅俐老师班级学生陈一

硕的家长，在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如何树立孩子的家国情怀》课程学习

后，写下长文抒发自己的学习感悟。

为幼蛟戏海助力——学习“如何树立孩子的家国情怀”写心

一缕春风拂过，自贡实验学校南湖校区的花儿们笑了起来。

在柳眼初开、小雨如酥的阳春二月，班主任老师申娅俐在班级群推介了三宽

家长学校“非常课堂”《如何树立孩子的家国情怀》的视频课程，并加按语: 这

一节课务必要求本班家长好好学习，同时做好课堂笔记，写学习后的感受。

我深知家国情怀是一个大课题，凭一篇短文难以诠释。我之所写，仅是听了

讲师声情并茂地演讲后的略抒感慨。

国之不存 家之安在

树立家国情怀，首先要让孩子明白“有国才有家”这一至理箴言。中华民族

有史以来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太多，国人若要安居乐业，必须仰仗国之强盛，否

则，不但对外无话语权，对内亦是危机四伏。然而，要使国之强盛，国人要具足

爱国之心，并付诸爱国行动方能日臻其目的。人是小我，国乃大局，树立家国情

怀就是为了顾全大局。一个民族若要有长期顾全大局的宏伟擘画，必须从儿童的

启蒙教育开始。

踵武前贤 薪火相续

树立家国情怀，必须要让孩子们了解祖国的文明史。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有

今天的辉煌，这其中有历代先民血汗的积淀和无数先贤的智慧成就。在这方面，

主讲人举例如数家珍，听起来仿佛历历在目。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变现伟大的

中国梦，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国情怀是优良传统的根，传统

教育则是培养这条根的根本方法。鉴此，我们不但要孩子们膜拜今天的英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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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必须要他们向古圣先贤学习，使家国情怀这条根深植在民族的血脉之中，代有

所承并发展壮大。

家国情怀 贵在践行

我们应该让孩子们懂得，不但要树立家国情怀，而且贵在践行。家国情怀，

对孩子们来说是知识，对成人而言是常识，对社会来讲是道理。无论对小孩或成

人，要使其明白一个道理似乎并不难，而难在于明白后的积极行动。当今之人创

造了一个新词语——“底线”。我认为爱国情怀就是国民最基本的底线，必须固

守，而且是全民固守。不但要固守底线，我们还应该搞好线上建设。“如何树立

孩子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线上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小手亲大手，大手拉小

手，全民行动，方能一竟全功。

余韵

和我家孩子看了班主任推介的视频后，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摸了摸小脑袋，

似乎答非所问的地说: “我长大后要作一名医生。”我复问: “为什么？” 复

答: “使大家不生病。” 宅即小家，国即大家，我心赞叹，好一个“大家不生

病”，这意谓着……

（注：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是一所社会美誉度、家长信任度很高的优质学校，

校长周德华为全国研究型校长、全国立德树人先进个人、四川省名校长、四川省

优秀校长、川南十大名校长、自贡市名校长。他坚持以德树人，倡导“为立人奠

基”的办学理念，坚持“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现代化办学思想。

为当地教育竖起了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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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增长新模式：“非常课堂”助力三宽教育逆势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在对抗疫情的非常战役中，涌现了“硬核”“驰援”

“共克时艰”这样一个个振奋人心的热词，在全国人民都按下“暂停键”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个闪亮逆行的英雄们。

疫情面前，三宽该如何担起自己的责任？

在武汉封城的第二天，即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三宽的领导班子就开始针对

“非常时期、三宽如何为社会尽责”展开研讨。统一思想后，马上紧锣密鼓线上

办公，异地热线、网上会议不断、分工协作，于 2月 3日在国家第一次通知推迟

春节假期后计划上班的第一天，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启动了！

从 2月 3日“非常课堂”公益课程正式播出以来，各地教育部门、学校及媒

体大力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许多地方教育局等政府部门针对三宽家

长学校“非常课堂”发出学习通知或倡议书；许多家地方平面电视、数字电视、

云平台等引进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很多公众号转载“非常课堂”的课程；

学习强国、今日头条、中国教育报新闻网、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火炬》

杂志、北京晚报新视觉、山东省党报“大众网”等众多媒体对“非常课堂”进行

宣传报道。其中，四川省教育厅资源云平台每天都有 10 万以上的家庭在学习。

以 2月 3日“非常课堂”第一课《家庭教育的“本”与“末”》为例，仅手

机端就有 515831 个家庭参与学习，其中：

1-山东 83967 人次 2-江苏省 42869 人次 3-河南 26341 人次

4-河北省 13631 人次 5-内蒙古 12540 人次 6-广东省 11334 人次

7-辽宁 10846 人次 8-四川省 4388 人次 9-湖北省 4349 人次

10-北京 3029 人次 11-安徽省 2632 人次 12-黑龙江 2567 人次

13-重庆 1376 人次 14-浙江 1288 人次 15-湖南 1250 人次

16-上海 653 人次 17-山西 546 人次 18-甘肃 508 人次

19-福建 412 人次 20-天津 349 人次 21-江西 321 人次

22-陕西 307 人次 23-新疆 285 人次 24-广西 229 人次

25-贵州 223 人次 26-云南 220 人次 27-海南 150 人次

28-吉林 146 人次 29-宁夏 49 人次 30-青海 48 人次

31-西藏 43 人次 32-香港 11 人次 33-澳门 7人次

34-台湾 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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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非常课堂第十六课：《信息时代家长需要具备哪些素质》。不含

电视端，以市为单位，家长用户数过万的城市有 13 个：

1-徐州 126216 2-滨州 66830 3-开封 43701

4-秦皇岛 35729 5-连云港 30516 6-大连 25039

7-保定 24228 8-聊城 20548 9-呼伦贝尔 16302

10-自贡 14638 11-德州 11725 12-锡林郭勒盟 11724

13-重庆 10250

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台中、基隆、台北市都有家庭在学习；西藏的拉萨、日

喀则、林芝、那曲、阿里，青海的玉树，海南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乐东黎族

自治县、陵水黎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白沙黎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偏远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依然有三宽“非常课堂”的

用户。这一系列数据说明，三宽的课程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全中国的家长都在

学习！在全国各地引起很大的反响。

下面是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有关传播与报道的情况统计：

一、转播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的媒体平台：

（1）央视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G 新媒体）

（2）重庆江津广播电视台

（3）江苏徐州教育在线

（4）四川省教育厅资源云平台

（5）云南移动学习平台

（6）济南教育电视台

（7）武汉教育电视台

（8）山东聊城电视台

（9）山东临沂市智慧教育云平台

（10）河南许昌有线电视

（11）四川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12）济南教育 APP

（13）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融媒体《红山眼》

（14）三宽家长学校微信公众号

二、“家校社共育”实践区、各地教育局下发“非常课堂”学习通知、倡议：

（1）四川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

（2）河南范县教育局

（3）湖北十堰郧阳区委宣传部和区教育局

（4）山东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

（5）江苏徐州市教育局

（6）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



9

（7）徐州市鼓楼区教育局

（8）徐州市云龙区教育局

（9）徐州市贾汪区教育局

（10）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

（11）徐州市睢宁县教育局

（12）徐州市邳州市教育局

（13）徐州市新沂市教育局

（14）徐州市沛县教育局

（15）徐州市丰县教育局

（16）河北秦皇岛市教育局

（17）秦皇岛市海港区教育局

（18）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教育和体育局

（19）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教育和体育局

（20）秦皇岛市抚宁区教育局

（21）秦皇岛市昌黎县教育和体育局

（22）秦皇岛市卢龙县教育局

（23）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教育和体育局

（24）河南开封市教育体育局

（25）广东省连州市教育局

（26）山东淄博周村区教育体育局

（27）四川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

（28）山东德州陵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29）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教育局

三、转载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的各地微信公众号：

（1）武汉教育电视台公众号

（2）“聊城”东昌广播电视台

（3）“大连”金普家校

（4）“四川”乐山高新区实验中学

（5）“徐州睢宁县”第三实验小学智慧互动平台

（6）“乌鲁木齐”梓桐家长在线

（7）“淄博”掌上周村

（8）山西数字校园服务号

（9）天津爸妈帮

（10）徐州市振兴路小学

（11）鄂温克族自治旗第二民族幼儿园

（12）保定市县学街小学（官方校园门户新闻网）

（13）保定市史庄街小学

（14）呼伦贝尔市巾帼风采

（15）洛阳市洛书汇文化

（16）河南洛阳企业家读书会“洛书汇”

四、新闻报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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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官网、官方公众号

（2）学习强国

（3）中国教育报新闻网

（4）今日头条

（5）华夏家庭网

（6）自贡市人民政府官网

（7）山东省党报《大众网》（含转载“非常课堂”链接）

（8）京视网手机台

（9）北京晚报新视觉

（10）呼伦贝尔关心下一代（呼伦贝尔关工委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

（11）呼伦贝尔市工商业联合会（官方微信公众号）

（12）徐州热线

（13）锡林郭勒教育（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14）锡林郭勒盟行政公署官网

（15）聊城晚报

（16）智慧周村手机台

（17）睢宁教育星空（睢宁县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五、政府阶段性总结汇报材料

（1）山东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

（2）四川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

（3）河南范县教育局

（4）湖北十堰市郧阳区教育局

（5）徐州市教育局

（6）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

（7）河南开封市教育体育局

（8）山东烟台龙口市教育和体育局

（9）山东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

（10）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第那吉屯五小学、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新海中

学、鄂温克中学、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伊敏河镇第一小学）

（11）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教育局关工委

（12）湖北武汉市（洪山区武南保利南湖幼儿园、广埠屯小学清江锦城分校、武汉

市汉阳区钟家村小学新区分校）

疫情面前，三宽经受了考验，三宽用拼搏的精神，用博大的爱心，携手努力，

完成了一群人、一条心，快速启动了“非常课堂”公益活动，并在 2月底实现为

全国 2000 万家庭提供公益教育服务的壮举。三宽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非常使命！

现在，三宽人又有了新的目标。

三宽人更坚定的用心、用脑、用智慧为社会做奉献。

抗疫未央，奉献不止，“非常课堂”公益课堂 3月季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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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2 月季公益活动海报与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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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宽家长学校“非常课堂”3 月季再出发公益活动海报与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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