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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经常在朋友圈里看到吐槽
陪写作业的家长，要么气得大吼，要
么气得吐血。我经常劝他们：“不要
陪写作业，那是娃自己的事。”

记得我小时候没有因为写作业
被吼过，我爸回家只要看见我们兄妹
三人看电视，第一句话就是：“作业写
完了吗？”我们说没有，老爸就会直奔
电视，先关电视、再拔下电源，然后潇
洒地转身就走，我们三人只好灰溜溜
地各自奔回书桌前。

为什么现在的家长一定要自寻
烦恼呢？写作业明明就是孩子的事
情。当然，我女儿也有犯脾气、写累
了不愿意写的时候，我一般都让她去
洗一盆自己的衣服，或者刷一池子脏
碗，这样她既休息了大脑又体验到了
生活的不易。比较一下，写作业还真
是最轻松的事，然后她心甘情愿地把
作业写完了。

女儿刚上一年级时，学校让做
手抄报，但我不会画画，孩子只能
自己动手，不过我可以在画作完成
之后给她题几个字，起到画龙点睛
的作用。慢慢地孩子大了，写字好
看了，她就不让我帮忙题字了。当
娃自己独立完成的作品被老师表扬
时，她可有成就感了。

二年级时，学校布置了网上英语
作业，为了得到“你真棒”、得高分、多
得学豆，我比孩子还紧张。她一做英
语作业我就过去盯着，一看读音没得
优，就要求她重读。怕她录不好音，非
要帮她拿着手机。经常是孩子读着读
着我发火了，或者是一遍遍让孩子重
读她不耐烦了，或者是俩人战斗半天
结果只得“一般般”的评价。孩子后
来不客气地对我说：“妈，我做英语作
业时您别过来了！我自己能做，您在
旁边我受影响，反而得不了高分。”好
吧，英语我也放手了，轻松自在。后
来，放寒假让闺女去学了自然拼读，从
此英语作业我再也没管过。

不过，在怎样不陪孩子写数学、语
文作业这件事上，我还是花了不少心
思。

首先是装傻，我发现闺女做数
学 题 时 不 愿 验 算 、 不 愿 思 考 应 用
题，老想依赖我，于是，我告诉她
我是学文科的，所以数学题不见得
都能做对。有时候我刻意当着她的
面打电话向别人请教她作业中的数
学题；有时候我故意把题教错，第
二天她去学校跟老师一对答案，就
开始相信我可能真不会。孩子老出
错的题型我找来题给她做，她做完
了可以自己拿红笔判分，这点她可
乐意了。她一般都会标上错题的错
因：是粗心，还是不会。这样一来
她做题的兴趣可浓了，我也省去了
跟她不必要的纷争。数学作业方面
的放手我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现
在四年级的娃自己做起作业来已经
得心应手了。

还有一招：让自己忙起来。孩子
做作业时我一般都选择做饭或者自

己也写点东西，这样她即使问我点什
么我也没时间帮她。有一次闺女又
问我：“妈妈，阻拦的拦怎么写？”我
说：“哎呀！这字我还真不会写！我
这会儿也挺忙的，你查字典吧。”过了
不到一分钟，我就听她自言自语：“还
北师大的呢，这么简单都不会写！”

关于不陪写作业，我还想了其他
招，比如孩子写作文时我跟她说不会
写的字可以用拼音代替，等改好了再
查字典。好家伙，一篇 400 多字的作
文，她恨不得有 50 个字写拼音，查字
典得半天功夫，每次都喊我帮忙。我
可不能惯她，于是把手机给她：“可以
用手机查，打词组就行，又快又好。”

最不好甩手的是学校布置的听
写作业。英语还行，我让她先把中文
意思写在听写本上，然后自己开始默
写英文。语文的听写比较麻烦，不得
已帮她报字词，但我尽量坐得比她
低，最好看不见她的字、看不见她的
坐姿和手型，听写完了让她自己判对
错，错的字词自己抄一行，这样我可

以不跟她较劲，她又有兴趣。
我最近开始琢磨一种新的语文

听写方式：让娃自己先读一遍要听写
的字词，自己录音，然后听写的时候
放录音就行了。因为闺女老嫌我这
个南方妈妈读音不标准。

周末的时候我们这样安排：闺女
早餐前读英语，我做早餐；早餐后闺
女写作业、弹琴，我洗衣服、收拾下午
出去玩的东西；爸爸洗碗、扫地。晚
上回到家，爸爸做晚餐、闺女写游记、
我擦家具。我们各负其责，没有时间
指导，也没有时间唠叨，更没时间吼
孩子，大家各得其所，心情愉悦。

家庭作业是娃自己该完成的事，
做不好老师自然会说她，错题老师自
然会让她改，我为什么要陪她写，何
必自讨没趣。为写作业去吼娃，她委
屈反感，大人生气伤身，不值得也没
必要。不做“狮吼”妈妈，从不陪娃写
作业开始。

（作者系湖南省津市市作家协会
会员）

不陪娃写作业 不做“狮吼”妈妈
周金萍

最近，很多学校都放假了，家长
们也得直面孩子的成绩单了。当孩
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时，很多家长会
因此而苦恼，怎样做才能让孩子爱
上学习、学会学习呢？学习的道理
都是相通的。就拿学英语来说，无
数孩子用他们的成功故事证明了：
家长在孩子学习的道路上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角色——发现者、培养者、
参与者，更是激励孩子勇敢前行的
引导者和陪伴者。

发现者：
主动挖掘孩子的潜能

2013 年 1 月，一则“熟练掌握 4
门外语的 12 岁少年想环游世界”的
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这个名叫杨
宇烨的少年10岁时就获得了新概念
英语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同时通
过了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四级考试，
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熟练掌握了法
语、意大利语、日语。

杨宇烨上幼儿园小班时，一次
和父亲逛街，无意间听到街边反复
播放的英语。独特的声音仿佛有一
种磁力，深深地吸引了他。细心的
杨爸爸发现了儿子对英语的兴趣
后，当即买下碟片，每天坚持和孩子
一起听。3 岁时，杨宇烨便掌握了碟
片中所有的英语。

小孩子学英语是源于内心最纯
真、最原始的动机：对英语学习的好
奇心和探索欲望。一旦产生兴趣，
不用父母“威逼利诱”，就会像玩游

戏一样沉迷其中。
每个孩子都能成为英语天才，

父母们要做一个“发现者”，把握正
确的时机唤起他们学习的兴趣和渴
望，学习就成功了一半。

培养者：
培养学习习惯至关重要

去年在一次家长交流会上一位
妈妈说，她女儿对英语的兴趣始于 4
岁。有一天电视屏幕上播放一首英
文儿歌，平时活泼好动的女儿突然
安静了，盯着屏幕一动不动。歌曲
播完了，女儿还要听。此后，她开始
有意识地培养孩子学英语。

她们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那里
的英语教育培训机构非常少，书店
里很难买到英语原版书籍，街上也
很难碰到外国人。为了给孩子营造
学习英语的氛围，她先从英语动画
片和儿童节目入手，激发孩子对英
语学习的兴趣。跟孩子约定，把英
语动画片或儿童节目作为一种奖
励，每天只能看一集。如果孩子觉
得不够，她会将视频转换成音频，让
孩子继续听。平时和孩子玩游戏时
也会鼓励孩子模仿动画片里的场景
用英语表达。

当孩子有了一定的词汇积累
后，这位妈妈又开始让孩子英文阅
读。她给女儿挑选的启蒙读物分为
两类：一类是原版绘本，另一类是分
级读物和桥梁书。绘本往往以故事
为中心，图画精美，用词简单。阅读
绘本巩固孩子阅读英语的兴趣，分
级读物和桥梁书则是循序渐进地提
高阅读难度，让孩子获得更多语言

学习的成就感。
如今小姑娘已经上小学三年级，

英语水平远远超过同龄人，可以娴熟
地和外国人聊莎士比亚戏剧、读原版
英文书、写英文诗歌。

参与者：
激发孩子学习动力

如何让孩子继续保持对英语的兴
趣，激发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家长的
适度参与尤为重要。2014 年 12 月，上
海市格致中学一名叫李书言的学生用
4 个月的时间拿到了在美国有“南哈
佛”之称的埃默里大学的提前录取通
知书，这与她出色的英语能力是分不
开的。

李书言的英语功底很大程度得益
于中学时期妈妈的影响。每天晚上，女
儿在一张桌子前做作业，当高中英语老
师的妈妈则在女儿房间另一张桌子前
备课。妈妈创造的学习氛围感动了李
书言，她专心投入到学习中，成绩很快
冲了上去。为了提高她的英语成绩，李
书言妈妈经常让她复述英语故事。每
听完外国经典作品中一段精彩内容、一
个故事，李书言都会自己回忆其中的精
彩句子、动人细节，复述给妈妈听。

在孩子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家长
适度参与，发现孩子的兴趣，并想办
法把这种兴趣转化为学习内在驱动
力，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了英语
能力的飞跃。

引导者：
第一导师起好带头作用

小学四年级，拿下全国英语演讲

比赛小学组全国冠军；12岁时，出版
英文科幻小说 《时空穿越者》；拍摄英
语新闻纪录片⋯⋯这是14岁的上海男
孩张洲晨的英语学习成绩单。

张洲晨对英文学习的兴趣源于 5
岁时看的电影 《冰河世纪 3:恐龙的黎
明》。后来他又渐渐迷恋上了 BBC 纪
录片 《恐龙星球》，反反复复看了好几
遍原声版电影。当能够大段背下电影
中的台词之后，他饶有兴趣地开始创
作关于恐龙的英文故事，并从此爱上
了英语。

从张洲晨开始写作英文起，他的
父母都会认真保存他的每一份“作
品”。父母还经常带他去国外一些风
貌独特的地质公园游玩，在大自然中
寻找创作的灵感。旅行中，一家三口
会进行“家庭写作大赛”，写的最长最
好的“作品”成为家庭游记的末尾压轴
文章。在父母的激励和诱导下，每次
旅行下来，张洲晨的游记都会汇成厚
厚一本书，英语水平也由此突飞猛
进。当张洲晨的英语水平达到“托福
裸考过关”后，父母又开始鼓励他做英
语新闻小视频。

写旅行游记、做新闻视频⋯⋯父
母一些看似无心之举，却成为张洲晨
英语学习的突破点，引导着他不显山
露水地完成英语学习的“闯关”、进阶。

陪伴者：
陪跑而不是看客

新航道有这样一位家长，2013 年
她的女儿到加拿大读八年级，后来又
转到美国读十年级，留学3年时间这个
女孩学会了四种语言，所有的成绩几
乎全都是 A，到美国以后又学了西班

牙语和 AP 美国历史，还有 AP 英语文
学等最具挑战的课程。

女儿如此优秀，作为妈妈也不能落
后。这位妈妈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学
英语，用英语保持跟女儿学习和生活上
的无障碍；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女儿学校
里所有志愿者活动，每一场都没有落
下。为了让转学到美国的女儿能够继
续练习法语，她自己买了几本幼儿少儿
读本，还有音频资料进行学习模仿，背
了几千个法语单词，现在她已经基本能
用法语和女儿进行简单的交流。

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学
习？这位妈妈说：“在陪伴孩子向前奔
跑的过程中，我不想做一个高高在上
的驱使者、鞭策者，也不想只做一个督
导和看客，我要求自己是一个陪跑者，
在陪跑的过程中，我更能够深度理解、
体会孩子的苦与乐，会更加珍惜她点
点滴滴的进步。”

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
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希望孩子喜欢
读书，你先拿起书开始阅读；希望孩子
喜欢运动，你带着他去爬山、打球，自
己保持健身的习惯；希望将来孩子懂
得如何爱人、家庭美满，你先好好地关
爱自己所爱的人⋯⋯如果每一位父母
都能永葆学习的热情，始终在追求自
己梦想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便是孩
子最崇拜和信任的榜样。

学习之路漫漫，成功只属于那些勤
奋努力、用执着和坚持一次次突破自我
的人。作为孩子学习之路的见证人，家
长们更要扮演好发现者、培养者、参与
者、引导者、陪伴者这五重角色，用爱和
智慧搭建起孩子成长坚实的阶梯。

（作者系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董
事长兼CEO）

家长这样做 孩子成绩好
胡敏

大视野大视野

微观

“苏州家话”沙龙是“苏州市政府实事工程·中小学家庭教育
课程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家庭教育的典型问题、具体问
题进行深入探讨。2017 年围绕“与孩子相处沟通之道”“如何进
行阅读启蒙教育，让孩子爱上阅读”“身心健康到底有多重要”等
10个主题分别举行10期沙龙，期期受到家长热捧。

活动流程由三部分组成：主要嘉宾进行主题分享，其他嘉宾
进行深度交流，现场家长与嘉宾进行深度互动。对于一些容易
引起家长纠结的话题，采取类似辩论的方式，让不同的观点进行
碰撞，激发家长的思考，最后由专家进行点评。 苏佳 文/摄

“苏州家话”传佳话

一场期待已久的雪终于飘然而
至，它也用温柔的语言通知我们，孩
子们的期末成绩单到了，请善待孩
子，请让孩子以轻松的心情开始一个
快乐的寒假。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
以轻松的心情上交成绩单的，因为许
多父母不能淡定地对待孩子的分数，
轻则吼叫训斥，重则男女单打或混合
双打。

孩子的考试分数究竟意味着什么
呢？其实分数高点不必太高兴，它只
能代表孩子在学校本学期的测试中处
于比较好的水平。分数低点不必悲
哀，或许说明这套卷子他没能发挥充
分。总之，一次考试不能证明孩子的
全部，更不能否定孩子的应用能力和
发展前程。

希望家长能长远看待孩子的成长
和发展，面对孩子的试卷，应该想想
自己做了些什么、今后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应该重视过程还是重视结果？
应重视考试分数还是重视学习习惯？
而不是让一张试卷把孩子带进“生死
场”。我赞成这句话：短期看成绩，
中期看兴趣，长期看格局。作为家长
应该深思：我们是否做好了自己，是
否是合格的、优秀的父母，我们到底
对孩子的成长负有怎样的责任。

曾看到国外这样一个事例。学校
发放成绩单的日子，有一位父亲发现
15 岁的女儿不在家，留下一封信，
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今天
我和兰迪私奔了。兰迪是个很有个性
的人，身上刺了各种花纹，只有 42
岁，并不老。我将和他住到森林里
去，当然，不只是我和他两个人，兰
迪还有另外几个女人，可是我并不介
意。我们将会种植大麻，除了自己
抽，还可以卖给朋友。我还希望我们
在那个地方生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
中，也希望医学技术有很大的进步，
这样可以治好兰迪的艾滋病。”

天啊！父亲读到这里，已经完全
崩溃了。然而，他发现最下面还有小
小一行字：“未完，请看背面。”背面
是这样写的：“爸爸，那一页所说的
都不是真的。真相是我现在在隔壁同
学家里，期中考试的试卷放在抽屉
里，你打开后签上字。我之所以写这
封信，就是告诉你，世界上有比试卷
没答好更糟糕的事情。希望你现在给
我打电话，告诉我，我可以安全回家
了。”

这个惊险故事，真是句句惊心。
想想看，这女孩儿该有多担忧和恐
惧，才处心积虑编出这样一个骇人听
闻的故事。换个角度看，这事件本身
也证明这女孩儿是一个智商和情商都
很高的孩子，她没自暴自弃，也没哭
天喊地，而是如同一场成功的外交斡
旋，没用一句辩解，一场考试考砸的
危机被她成功化解。

一张试卷，一场考试，也在考量
父母的心态和理念。就像瑞雪拥抱大
地，面对惴惴不安地握着试卷的孩
子，请给一个信任的坚实的拥抱吧。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温暖的爱幸福的家》）

面对孩子成绩单
父母请淡定

闫玉兰

家教行动家教行动

微言

儿子上小学四年级了，老师们都说
四年级是学习的分水岭，决定了学习的
走向。可是，儿子的语文考了 76 分，这
对于小时候学习挺不错的妈妈来说，是
一个相当不好的分数啊。

强迫自己安静下来，首先思考了一
个问题：76分代表了什么？理智分析后，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只是一次考试，仅
仅代表当下可能有不少地方儿子没有学
好，但是并不代表他的能力就是这样
的。他还在成长，各项能力都在学习中，
所以这个时候我不能仅仅因为一次分数
低就将儿子否定了。想通了之后，我做
了这么几件事。

信任孩子。这是面对孩子低分数的
前提。要相信每个人都有追求卓越的本
能。我们要充分相信孩子是想做好的，
努力去找寻他身上向上的力量，慢慢等
待他的成长。你对孩子的爱在这个时候
最好的体现就是充分信任他。

看到分数之外孩子的优点。孩子对
于父母而言是很重要的，因此孩子的一
点不好就容易被放大，导致父母的焦
虑。当今很多家长的焦虑也就是来自于
对孩子的重视。面对孩子低分数开始焦
虑的时候，父母要及时察觉，越是这个时
候越要静下来，细细回想一下孩子身上
的优点，让自己建立起信心。

用等待来承载爱，做一个等得起的
父母。天底下大部分父母都是爱自己的
孩子的，但是怎么爱呢？充分接纳你的
孩子，无论他是什么样子。要相信他会
慢慢长大，长大后会有自己面对生活的
能力，不要因为今天的一点不好，就担心
他未来会怎么样。我们要做的是好好培
育，慢慢等待。

处理好相处的细节。父母怎么想孩
子有时候无法了解，但是可以透过行为
感受到父母身上的气场，这个相当重
要。孩子考了低分之后，跟孩子相处需
要注意很多细节。如果孩子不主动说自
己的分数，父母就不要主动提及这个话
题，做到等待和信任孩子。有些孩子不
说不代表没有压力，作为父母就默默支
持他，让他感到温暖。如果孩子很在意，
父母就帮助他释放压力，告诉他分数和
能力的关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孩子
对于这个低分根本不在乎，那更要等待
教育时机，潜移默化引导孩子。

孩子的成长就是从一颗种子长为参
天大树的过程，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因素
是时间，必须给予时间让其慢慢成长。
如果有足够的阳光、空气、水，不用太
多的干预，它一定能长成一棵参天大
树。有的时候揠苗助长了，力用过了，
可能还不如不管。要做等得起的父母，
别把焦虑传染给孩子。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

儿子，你的分数
我该如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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