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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团队感和高度的责任心

首先要给孩子这三块基石

梁雨菲 绘

家教主张

热点聚焦

责任心：事无巨细体会“责任天下”的分量
责任心是健全人格的基础。 塑造

孩子的责任心， 是我十分看重、 长期
实践的家教课题。

我们做父母的首先自己要言出必
行、言行合一，要对孩子负责任。 不管
跟孩子说过什么， 我都强迫自己说到
做到，同时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我
都竭力兑现我对家庭和单位的每一个
承诺。多年来，儿子经常看到父母为了
完成工作任务而加班到深夜， 总能感
受到父母为了兑现对他的承诺而付诸
行动， 于是他也总是力所能及地保持
自己的底线，并逐渐形成“责任天下”
的品格， 比如每次玩过玩具后整理归
位， 每顿饭前后摆放和整理餐具， 每
次待客时为客人布菜， 每次回老家为
弟弟妹妹选购礼品。

我弟弟结婚时， 三岁多的儿子去
“压轿” 迎亲， 奶奶把“不让叔叔多
喝酒” 的任务交给他， 儿子在喜宴上

认真地完成了任务， 得到大家的好
评， 让他体会到“负责任的成就”；
一次妻子答应给孩子买笔， 后因工作
忙没能实现诺言， 我半夜三更顶着隆
冬的寒风给他买了回来， 让他感受到
“负责任的行动”； 高中时参加主题为
“责任者的成长之旅” “生命导航”
活动， 他体验了“负责任的意义”。
我们经常带他去敬老院当义工， 为老
人们献歌、 陪老人们聊天， 他感受到
了心灵的冲击。 在提交给华盛顿大学
的申请里， 他以“责任” 为题， 从一
个小小的铅笔头谈起， 以 《奉献树》
的故事作为参照， 用朴实无华但又饱
含真情的言语， 生动地阐述了父母对
自己的责任， 表达了自己对家庭、 社
会所应当肩负的责任。

现在， 我们跟孩子天各一方， 每
次沟通时， 我总是不忘用责任心去激
励他拼搏向前。 正像他第一次在异国

他乡过除夕时， 我给他的长信中所
说———我们相信他已经长大成人， 有
能力把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处理好， 懂
得为了国家、 为了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我看来，有了正确的价值观、良
好的团队感和高度的责任心， 才具备
了成人的良好素质， 也是一个人独立
行世的“法宝”。“图难于其易，为大于
其细”， 要让孩子拥有健全的人格，就
需要父母在孩子的心田里种下这颗种
子，并用一点一滴的示范、时刻用心的
坚持和行胜于言的实践去精心培养。

著名少儿教育专家、“知心姐姐”
卢勤老师说过，让孩子“记得住，用得
上”的才是好的家庭教育。我很欣慰十
几年坚持的价值观、 团队感和责任心
培养，在孩子身上得到了印证。

（作者系北大方正集团信息安全
公司总经理， 著有 《如此爸道： 用心
陪子成长手记》）

■孙国富

家庭是孩子全面发展的起点， 父爱在孩子生命发展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很多爸爸往往以工作繁忙、 挣钱
养家为由， 把抚养和教育孩子的事情推给妈妈甚至祖辈。
殊不知， 父亲的思想和行为， 直接影响着孩子的人格、 性
情、 习惯以及做人做事的方式和准则。 更重要的是， 父亲
的影响并不一定体现为时间和空间的常伴左右， 而是时刻
用心， 给孩子提供心灵的陪伴、 精神的滋养和人格的引领。

我的儿子出生在山西太原， 他上小学之前， 我先后在
北京理工大学和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跟他聚少
离多。 等他来北京上学后， 我又忙于工作， 每天早出晚归。
但我和妻子始终坚持自己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 尊重孩子
的独立人格， 在他面前竭力保持言行一致， 坚持与他平等
交流， 与孩子一起成长， 共同进步。

儿子小学毕业时荣获“北京市三好学生” 称号， 高中
时随队夺得北京市高中足球联赛业余组冠军。 目前在华盛
顿大学攻读应用数学， 并服务于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 他的习惯、 性格和品行良好， 总是给人一种踏实、 负
责和值得信赖的感觉。

作为一名理工男， 我自知缺乏教育孩子的专业知识，
只能给孩子提供良好的身教， 坚持做到： 凡是要求孩子做
到的， 我先做到； 凡是自己做不到的， 也不奢求孩子做到。
特别在孩子的价值观、 团队感和责任心方面， 坚持了长期
的引导、 强化和塑造， 须臾不敢放松。

价值观：从小引导孩子“心中有别人”
父母的价值取向是孩子价

值观形成的最早范式， 也是孩
子成长过程中影响时间最长和
示范效果最强的外界因素， 直
接影响着孩子的理想、 信念、
对世界的认知和对未来的判
断。

从孩子出生那一刻起，我和
妻子就有意识地引导他“心中要
有别人”，吃饭、玩耍时总教他跟
人互相礼让。 当然，我们家人之
间更是互敬互爱，比如我们和老
人总是互相盛饭夹菜，孩子和弟
弟妹妹玩耍时总是学着照顾他
们。当孩子做出礼让他人的行动
时， 我们总是用满脸的笑容、真
挚的感谢及温馨的拥抱和亲吻
给予即时鼓励。

我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发
表消极言论， 总是从积极的角
度向孩子解释有关家庭、 社会
和世界的一切疑问， 抓住一切
机会引导孩子爱家爱国， 鼓励
孩子一定要相信“明天会更
好”。 儿子小时候玩拼图的时
候， 我跟他一起拼接中国地
图， 一边拼一边讲解各地风土
人情， 还跟他一起唱起 《大中
国》。 日常购物过程中， 我们
总是引导他首选国货。 儿子上
小学的时候， 我们就带着他参
与公益捐赠， 除了把我自己资
助清华大学和贵州毕节地区贫

困学生的事情讲给他听， 还让他
自己购买学具捐给汶川地震受灾
的小伙伴们。

记得儿子上小学时担任班干
部， 曾经因为同学的冷言冷语感
到困惑。 我告诉他： “做好事不
一定一开始就让人理解， 坚持付
出才能变得杰出， 因为‘路遥知
马力， 日久见人心’。” 后来， 临
近中考他还帮助同学练体育， 我
得知后并不担心影响他复习功课，
反而告诉他和他的班主任： “如
果孩子因为帮助同学而考不上理
想的高中， 我也一样高兴。”

十几年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
化， 让儿子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
更加成熟稳重， 也明显多出一些
关爱天下、 相信未来和悲天悯人
的胸襟和情怀。 他总是随时随地
注重环保， 节约用水用电， 也长
期回收用过的塑料瓶和废弃电池，
以便妥善处理。 他16岁的时候，
在征得孩子同意后， 我们全家签
署了捐赠角膜的同意书， 让他的
价值观再一次得到升华。

有一次我不在场，上高中的儿
子被问到他最敬重的人是谁， 他很
肯定地表示， 最敬重的是自己的父
母， 因为十多年一直能切身感受到
父母身上的正能量———努力工作，
爱国爱家，践行公益，相信未来。 这
也让他浑身充满了正能量， 这种正
能量是他闯荡世界的法宝。

团队感：有意识避免孩子“唯我独尊”
团队感的建立， 对于独生子女而

言， 重要性不言而喻。 儿子小学毕业
时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 荣誉， 我
给他的奖励是带他参观我供职的方正
科技集团， 当他惊讶于一个现代高科
技企业的系统运作时， 我送给他的一
句 话 是 “Nobody� is� perfect,�
but� a� team� can� be （个人无法
做到完美， 但一个团队可以）。”

从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有意
识地避免让他出现“唯我独尊” 的机
会， 也跟家里的老人提前沟通好， 不
能什么事都由着他……每餐饮食， 我
们总是先给老人盛饭； 每次出行， 我
们总是让他坐在大人后边； 每逢参加
集体活动， 我们总是让他礼让三先。
上幼儿园他被选为小班长， 我从清华
大学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祝贺他

“在家里是个好孩子， 在幼儿园是个
好学生”， 同时叮嘱他“不光要学习
好， 还要跟同学们相处好， 不光要跟
同学相处好， 还要帮老师做事情”。
每天放学回家， 我和妻子总要问问班
里和学校里的好人好事， 鼓励他用善
意的眼光发现身边的美好事物； 每逢
周末， 我们总是鼓励孩子带同学和朋
友到家玩耍，并给他们准备饭菜，有时
我们还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在他取
得任何成绩时， 我们总是不忘告诉孩
子这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儿子曾一度中考失利， 心理不平
衡， 高一第一学期对学校不满意， 我
们一直从正面激励他珍视集体。 当他
不顾学习紧张， 在高二高三连续两年
义务为学弟学妹们担任“生命导航”
项目的助教时， 我们真心实意地鼓励

他为集体付出。 当他要负责学校首届
“校园开放日” 活动而跟美国大学预
修课程考试冲突时， 我们毅然决然地
帮他下决心放弃考试， 支持他全身心
投入搞好集体活动。

随时随地地强化团队感， 让儿子
把对团队的珍爱融入自己的性格。 赴
美求学后他开通了微信， 个性签名就
是四个字———人在队在。 在今年的华
盛顿大学足球联赛里， 他作为主力队
员， 跟队友打出了华人球队的历史最
好成绩。

强化团队感， 给孩子有尊重的
爱， 需要长时间坚持， 在每件小事上
坚持。 坚持下来， 效果却是惊人的，
既可以让孩子懂得不能“唯我独尊”，
又可以让他明白“集体的力量大于个
人之和”。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孩子的状态
取决于父母的心态

■沈晓勤

现实生活中， 孩子之间的竞争常常来自家长
之间的比较。 家长看重什么， 流露的其实是自己
的价值观。 从孩子一入学开始建立不比成绩比习
惯、 不比名次比态度、 不比奖状比素养这三个原
则， 有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让孩子健
康、 快乐地成长。

不比成绩比习惯。 很多时候， 家长判别孩子
学习是否认真， 往往只看一个个表面的分数。 其
实， 藏在成绩背后， 决定成绩高低的， 是孩子的
习惯。

要想学习好， 需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写
字习惯、 思维习惯、 倾听习惯， 每天要有良好的
预习习惯、 复习习惯、 自学习惯、 交流习惯。 家
长与其等孩子成绩不够理想时再去生气、 焦虑、
无奈， 不如平时就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让
孩子在规定时间完成作业， 制订并逐步完成读书
计划， 遇到难题能专心思考、 从多个角度解决，
随时发现问题、 总结得失……帮助孩子奠定学习
的基石。

不比名次比态度。 很多家长都关心孩子在班
级里的名次， 却不知武断的比较会伤害孩子的自
尊心、 自信心， 从而失去学习的动力。 即使某次
考试孩子没有超过某些同学， 不能说明他没有努
力， 也不能把他付出的心血一并抹杀。 家长应该
关注的是， 孩子的学习态度是否端正。

怎样做比做什么更加重要。 面对学习任务
时， 孩子是主动完成， 还是消极逃避； 遇到学习
困难时， 他是努力克服， 还是拖拉敷衍； 听到师
长建议时， 他是认真听取并努力做到， 还是不愿
面对……如果孩子的态度是端正的、 积极的、 正
面的， 就值得家长充分肯定、 赞美、 信任。 家长
应该告诉孩子： “只要你善于听取建议， 敢于接
受挑战， 勇于克服困难， 你就是最棒的！”

不比奖状比素养。 有的家长喜欢向客人展示
孩子获得的奖状、 证书， 却很少思考孩子学的东
西是他真正喜欢的吗？ 这些奖状和证书到底意味
着什么？ 用孩子的自由和快乐去换取家长炫耀的
资本， 值得吗？ 对于大部分普通孩子来说， 除了
要应对日常的学习任务， 还要完成兴趣班老师的
作业， 时间和能力上都不免捉襟见肘， 好成绩从
何而来？

更重要的是， 孩子具备所有才艺素养之上的
道德素养吗？ 当有的孩子弹得了钢琴、 写得了美
文、 打得了球、 下得了棋的时候， 他是否尊老爱
幼、 孝亲敬长、 有一颗善良感恩的心， 愿意为家
庭、 为班级、 为社会做出自己小小的贡献呢？ 如
果孩子对这个世界不关注、 不热爱， 对他人不懂
尊敬、 不懂付出， 那么获得再多的证书和奖状又
有什么用呢？ 真正的素养， 包含在一个人平时的
言行举止中， 包含在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中。 奖状
和证书之外拥有的品质， 才是真正有效的获得。

孩子的状态取决于父母的心态， 在平时的生
活中比习惯， 在平时的学习中比态度， 在平时的
言行中比素养， 过好平常的每一天， 孩子才会走
好人生的每一步。

（作者单位：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安平：美术教育“追梦人”
她是美的传递者，以美的心灵、美

的仪表、美的行为感染着幼儿；她是爱

的释放者，以爱的资源、爱的能量、爱

的聚合发展着幼儿。她会玩美术，她慧

品生活，她就是安平。一位善于用动态

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孩子，成就

他们全面、长远发展，从而获得自己生

命的意义和美好的美术教育追梦人。

玩美术 慧生活

安平的“基于生活的幼儿美术教

育”的内涵，可以被凝练成“玩美术

慧生活”六个字。

她认为，“玩”是方式，“美术”

是载体，“慧生活”既是目的，也是状

态。“玩”的本质即快乐。“玩美术”

不仅凸显接触美术的愉悦状态和心境，

而且是砍掉了幼儿接触美术的门槛，提

倡“美术”活动的过程是平等的、轻松

的。“慧”是一种精神、一种状态，一

种修养，如积极、主动、专注、坚持

等。“慧生活”就是成就一种有精神、

有品质、有修养的生活，凸显幼儿美术

教育对幼儿发展的价值。

“玩美术 慧生活”直接回应现实

中存在的幼儿美术的功利现象，积极倡

导给予幼儿理解、尊重、爱的美术教

育，倡导社会各界都积极行动起来，利

用自身资源，为幼儿“玩美术”提供机

会和条件。

快乐是创作源泉

在教育过程中，安平尝试探索主

题活动、生活活动、活动区活动、环

境创设以及与家长、社区合作等五大

途径，具体实施上，注重优化途径、

方式的组合。

部分孩子对小学充满了向往，安平

就在大班开展了“快乐的小学”主题活

动。他们玩起了模仿小学生活的角色游

戏，布置好教室，有黑板、有课桌；分

配好角色，有老师、同学、校长，还有

保安。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

课也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但是，安平从幼儿“上课”时声不

敢出、头不敢抬的状态上，观察到幼儿

对即将来到的小学生活的紧张和不安。

安平就在思考，作为教师能利用这个机

会让幼儿学习什么、获得什么发展呢？

安平结合幼儿绘画的作品，分析出

幼儿在主动交往能力、与他人合作能

力、空间识别能力以及对色彩的运用上

还需要提高。为此，安平设计了“快乐

的小学”主题活动。

在第一次活动中，引导幼儿以积极

的情感带动幼儿了解自己未来的学校。

幼儿通过亲身体验，了解小学生们的学

习和生活，并对照自己的绘画作品去认

识校园，了解学校，寻找快乐。

在第二次活动中，安平和幼儿对参

观小学校的感受进行了分享，孩子们谈

论时话多了，笑容也多了，他们说到了

在小学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的喜欢跑

步，有的喜欢自己拿水壶喝水，有的喜

欢做实验，有的喜欢拿着书本读书，还

有的喜欢背小书包等。

在这个活动中，幼儿不仅学习到美

术的相关知识、技能，而且还能用美术

的方式帮助自己舒缓不适、调节情绪，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的小学生活。

为孩子编织梦想

安平认为，每名幼儿都是独特的，

是有人格、感情和思想的人；每名幼儿

都是生长的，能主动、适境和发展成

长；每名幼儿都是向美的，愿意亲近、

感受和创造美；每名幼儿都应秉天性，

当顺应、养护和助力追梦。

“每一名教师都是美的传递者，以

美的心灵、美的仪表、美的行为去感染

幼儿；每一名教师都要释放出爱的能

量，团结各种教育资源为幼儿的发展共

同努力；每一名教师都需要用动态的、

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孩子，成就他们

全面、长远发展，从而获得自己生命的

意义和美好的职业生涯。”这是安平在

工作之余总结出来的感言。

在20多年幼儿教育和10多年幼儿美
术教育实践基础上，安平用自己特有的

“基于生活的幼儿美术教育”，于普通中

出灼见，于平凡中造神奇，为每个孩子

编织并实现着梦想。

安平， 北京市朝阳区教
研中心学前教研室教研员，
高级教师 ， 北京市骨干教
师、 先进工作者、 市优秀教
师、 市优秀德育工作者、 北
京师德榜样， 朝阳区教育系
统学科带头人， 区优秀青年
人才 、 区首届十佳幼儿教
师、 区教育科研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