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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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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初”的第一步是适应
赵石屏

第一次坐在教室里上课、第一次写作业、怎么回答老师
的问题、上体育课是否知道脱外套、放学老师交代了什么事
情⋯⋯懵懵懂懂的小学一年级新生，对上学的具体要求并不
清楚，一切都需要从头学习。孩子的“学之初”应该怎样有
个好的起步？不少家长为此操心、着急，有的家长甚至在头
一个月焦虑得失眠，总担心孩子写不好字、达不到要求、比
别人落后。

家长之所以焦虑，主要原因是不了解一年级孩子学习的
特点，不知道怎样帮助孩子在起步阶段打好基础、开好头。

概括起来，一年级孩子学习的特点是两个“不可能”（不可能
考虑问题周全、不可能长时间专心）、三个“容易”（容易忘
记任务、容易被打扰、容易缺乏自信）。有些“不遵守纪律”
的表现，都是这个阶段孩子的特点，而不是他们的缺点。

这些“不可能”“容易”的情况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现象，
只需家长提醒引导，切忌看成缺点去批评。随着老师的不断
要求、规训，孩子的专注力和自控力会一天天发展起来，这
些现象就会自然消失。如果家长严厉地惩罚纠正，不仅效果
差，还损害孩子上学的积极性，损失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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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不同角度、从他人角度考虑问

题，是六七岁儿童思维发展的特点，所以
一年级孩子刚上学时，凡事不可能考虑周
全，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去做，只顾一心争
输赢，常常忘记自己是在上学。

喜欢老师，上课也会和老师躲猫猫，
躲在桌子下等老师去找他；想喝水了，还
没下课就拿着水杯朝开水机那里走去；老
师提的要求、交代的事情不一定能听懂，
即使当时听懂了，回家就忘了；考试题里
有“我有 8 本书，他的书比我多几本”之类
的题，就有孩子对旁边的同学说“我有好多
书，比你的多”，旁边的孩子不服气说“我比
你多”，于是争执甚至打起架来⋯⋯

一年级孩子掌握的词汇量很少，理解
力有限，对老师的话经常是听到半句、丢

了半句。老师说“写完的同学静息”，有
的孩子课堂作业并没有写完也赶快静息，
那种认真地把没做完的作业交上去的萌
态，真是可爱得很。所以家长要把话说得
具体明白，而且要知道孩子并不定真正听
明白了。这些都不是孩子的缺点，不用批
评，只需提醒、等待，随着每天都有的进
步和变化，萌娃就会懂事很多。

在整个一二年级，家长都不能要求孩
子想问题很周全、什么事情都要做得面面
俱到。因为这不符合孩子的特点，而且他
们也根本做不到。

另一个“不可能”是专注力不可能持
续稳定，因此家长提的要求不能超过孩子
的能力范围，

一年级孩子专注用脑听课、写作业的

时间一般在 15—20 分钟，孩子即便被家长
强迫坐在书桌前一个小时，也不可能专注学
习一小时。一次家长会上，一个男孩子的父
亲说，20 以内加减法共 30 题，孩子做了一
个小时，但“我不管他做多久，反正得给我
做完才准许出去玩耍”！这个父亲坚持“学
习第一”“先写作业后玩耍”的原则，却没
有考虑到孩子的有效学习时间只有 20 分钟
左右，其余的时间孩子只能边玩边做，学习
效率反而大大降低，还养成了拖拉、磨蹭的
坏习惯。

有位数学老师建议家长要学会把“写
20 分钟作业”改为“做 30 道题”，把注重
时间长短改为注重提高效率，要求孩子凡学
习就专心学习、玩就尽情地玩。合理用脑、
有效学习，才是学习好的核心能力。

慎提要求，不能超过孩子的能力范围

2
一年级孩子往往“任务意识”淡薄，

很多班主任都会提醒家长说：“你们要有
耐心，孩子还小，记不住事情是正常
的。”很多孩子还记不住老师的要求，甚
至完全不懂老师的指令是什么意思。

有个男孩子到操场做操，头一天老师
编好全班站队的位置，要每个孩子记住自
己站哪个位置，可是第二天他就忘得干干
净净，只好站在队伍的最后面。老师就牵
着他的手把他带到编好的位置，告诉他记
住前面、后面分别是哪个同学，可是第三
天这孩子还是站在最后。老师只好再次牵
着他的手带他去站好队。做操的站位都需
要老师一次一次地教，何况比这个复杂得
多的听课、写作业。

有位家长问孩子有没有作业，孩子一

脸茫然，可见根本就没懂老师布置作业是
怎么回事。也有孩子没把作业、考试看成
任务，而当成了玩耍。考试做完题，就把
试卷折成飞机玩，对着纸飞机哈一口气掷
出去。其他孩子一看也都高兴起来，也要
拿试卷折纸飞机。监考老师赶紧叫全班静
息，告诉孩子们考试的试卷不是用来玩
的。可见在孩子的意识里，学习与玩耍差
不多，还没有形成有关上学的“任务意
识”。

任务意识是一年级新生跟上学习进度
的重要保证，培养起任务意识，才能保证
孩子完成学习任务。

培养任务意识应该在学前就开始。一
种方法是把简单的、容易记住的事情交给
孩子去完成，交给孩子一份能胜任的责

任，比如给金鱼喂食、给花浇水、按时打开
信箱取回报纸杂志等，这样孩子就会慢慢记
住自己有任务，到时候要去完成，逐渐就有
了任务意识。

另一种方法是让孩子记住一件事情或一
句话，到什么时候要提醒家长。比如“星期
六妈妈要给外婆寄东西，妈妈担心忘记了，
你帮妈妈记住”“爷爷晚饭前要吃药，你记
得提醒爷爷”。提醒一两次，孩子就记住了
自己有任务要完成。

第三种方法是在孩子会识字、写字以
后，可以教孩子把一周要完成的任务记在一
页纸上：几点喂鱼、周六提醒妈妈、自己哪
天要值日等，效果非常好。当然，方法不止
这几种，家长可以创造性地想出方法来培养
孩子的任务意识。

耐心引导，提前培养任务意识

孩子刚上学家长就开始焦虑，一言不
合就火冒三丈，可能与担心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有关。担心引发焦虑，孩子作业
写不好又印证了家长的担心，于是将焦虑
朝孩子发泄，弄得全家紧张不安。

其实，起跑线上不存在输赢，跑到终
点线才能判定输赢。中小学一共 12 年的
基础学习犹如马拉松赛跑，在起跑线上慢
了那么几步，对最终的胜负几乎不存在影
响，家长不要被这种说法误导。

据心理学研究，孩子的自我发展在六

七岁阶段速度最快，比中小学其他任何一
个阶段发展都快。自我发展主要是人的自
信心、自尊心、自理能力、自我约束、自
我管理、独立学习等能力的发展。孩子刚
刚才上学，若是因为字写不好、题算错就
听妈妈说自己很笨，他就不会有自信，自
我发展就不好。

所以在起步阶段，家长要维护孩子的
自信，鼓励孩子对学习有信心。如果孩子
认为自己笨，家长就要打消孩子的自卑，
对他说：“你才刚刚开始上学，都是从头

学，只要认真努力，肯定能学好。”
总之，整个一年级孩子都是在起步，带着

懵懂幼稚的萌态，一切从头开始学。听不懂、
记不住、写不好，都是一年级孩子的特点，而
不是缺点。他们最需要家长耐心的鼓励和等
待。家长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适应角色转
变，调整好心态，做好“耐心、再耐心”的心理
准备。耐心了解孩子的特点，耐心教孩子怎
样听课、写字、算数，耐心等待孩子的成长。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重庆市家
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

起跑慢几步，不影响最终的胜负4

“妈妈，树上有好多窗帘。”那天下
午我坐在草坪边的长椅上看书，正在撒
野欢蹦的儿子停下来躺倒在草地上，仰
望着天空对我说。我走过去躺在他身
边，惊讶地发现，高大的槐树和梧桐的
枝叶交织成绿色的网络，斑点闪耀，光
线纤细，空无所有，又包罗万象。我突
然领悟到，30 多年来我只是在埋头赶
路，从来不曾停下来抬头仰望天空。

那天下午我在阅读美国海洋生物学
家雷切尔·卡森的 《惊奇之心》，她在
书中写道：“倘若我对仙女有影响力，
我会恳求她赐予世界上每个孩子惊奇之
心，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摧毁，能够
永远有效地对抗以后岁月中的倦怠和幻
灭，摆脱一切虚伪的表象，不至于远离
我们内心的力量源泉。”而我的孩子，
直接躺倒在大地的怀抱，告诉我什么叫

“惊奇之心”。
我从孩子两岁起给他念故事。过去

的 10 年里，我和孩子一起读书，从我念
他听到他念我听，从照着书本讲到丢开
书本自己发挥。亲子共读给了我一个机
会，让我能够蹲下来甚至躺下来，换一个
角度看世界——这个我习以为常的世
界，背后还有无数的奥妙不被我了解。

比如我更关注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
的矛盾冲突，而孩子常常会留意到一些
被我忽视的细节和不引人注目的小人
物。我跟他讨论《动物乌托邦》的主人
公小兔子和狐狸，而他更关注一闪而过
的小配角，那些穿着整齐划一的西装、
叼着冰棍儿的仓鼠。他说：“仓鼠似乎
都一样，其实每只仓鼠动作不一样，就
像我的同学穿着一样的校服，背着一样
的书包，排着队从学校出来，其实我们
还是不一样的。我只是假装和他们一
样。”

我们阅读了很多关于熊的故事。他
认为帕丁顿熊是真实存在的，而维尼熊
是虚构的。因为帕丁顿熊住在伦敦，伦
敦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身边的人也都是
真实的，而维尼熊住在虚构的百亩林，
那里面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这就是
五六岁孩子对真假的认知。

后来我们一起阅读历史书籍，我给
他讲战争风云诡谲和朝代更迭变迁，更
关注个人在大时代里的潮起潮落。而他
更多注意到技术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对
历史的影响，诸如马克沁重机枪如何改
变了战争格局。

我们一起阅读的时候，我就像在沉
睡的森林里被一种魔法唤醒，也像一次
次坐上时光机重返童年，埋藏已久的记
忆被唤醒，成长过程被重新审视，童年
创伤被修复。

我 5 岁时有了第一本书，父亲在地
摊上用一毛钱买来的《少年文艺》开启了
我的文艺之窗。那本二手书被我视如珍
宝，尽管很多字我都不认识，我却连滚带
爬、连跳带猜地读完了，就像看了一场魔
法表演，一些简单的字组合在一起，却能
够呈现万千世界。我小时候害羞胆怯，
身体不好、体育不佳，无法积极融入群体
的玩耍中，只能埋头在书本里。10 岁第
一次给同学讲故事时，紧张得腿脚发
软。但故事的神奇魔力让我赢得了同学
的喜爱，善于讲故事成了我自信的来源。

亲子共读中我不刻意选择图书，也
没有考虑过什么分级阅读，阅读的随意
性很大。甚至不是我在指导孩子，很大
程度上是孩子向我展示生命的奇迹。然
后我们共同完成了一本书，这是一段我
们相互成就的过程，实践的是我信奉的
自然教育，见证的是生命自有的力量。

教养孩子、亲子共读共写的过程，
就是自我滋养的过程。我们在书海中徜
徉，让我体会到生命的丰盛和自在，让
我尽量不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焦虑转移
到他的身上，尽量学会接受他缓慢甚至
随意的成长脚步。我试着接受自己的不
圆满，也接受孩子的不圆满，接受我们
都只是平凡的人，更重要的是理解他跟
我是不一样的人。我害羞胆怯，他活泼
热情，这并不影响我们享受在一起的每
一刻时光。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那句广为
流传的“摇动、推动、唤醒”，其实并
非原文，而是中国人意译、自造的格
言。在 《什么是教育》中，雅斯贝尔斯
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与人的主体间
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青一
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
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
功能，将文化遗产交给年青一代，使他们
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这也是我所信奉的教育观。
（作者系北京晚报编辑，与于光合

著有《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亲子
阅读中的秘密》）

和孩子一起寻找
“惊奇之心”

李峥嵘

波子 绘

亲爱的儿子：祝贺你梦想成真，
考进了自己理想的大学。你即将开启
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这几天妈妈一
直在思考着给你写封信，希望能够帮
助你更准确地定义大学教育，更好地
思考你的发展方向。

“大学生应该站起来，环顾四
周。”妈妈把英国著名教育家怀特海
的这句话送给你。大学时光是人生最
美好的阶段。除了学业，你要建立正
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三观
正，你才不至于偏离方向，才能在生
活中走得更远。还要注意培养 21 世
纪人才需要的软实力，包括情绪管
理、自我引导、信息素养、沟通能
力、团队精神、批判性思维、适应能
力、抗挫能力、创造力、想象力、领
导力及冒险精神等。妈妈希望你常常
思考如何把所学的知识与技能用于现
实生活，并找到那个抓手。

坚毅是成功的重要指标

美籍亚裔心理学家安吉拉·达科
沃 斯 长 期 研 究 坚 毅 （Grit）， 指 出

“向着长期的目标，坚持自己的激
情，即便历经失败，依然能够坚持不
懈 地 努 力 下 去 ， 这 种 品 质 就 是 坚
毅”。她的研究结论发现：无论在何
种情况下，比起智力、学习成绩或者
颜值，坚毅是最为可靠的预示成功的
指标。儿子，这些道理你都懂。妈妈
还是要提出来，希望作为你的人生指
南。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其著作 《人间
词话》 中提出“三种境界”论：古今
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
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境；‘衣
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第二境；最后是‘众
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先生所
要表达的意思是，大凡成功者都会经历三个过程：设定目标并
付诸行动，遭遇困难与挑战但不言放弃，最后凭借强大的毅力
实现目标。成功人士果敢坚忍，百折不挠，因此造就了异类

（Outliers） 的神话。妈妈希望你以此激励自己不断前进，走
向属于你的人生境界。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当珍重再珍重。珍爱生命就
是对父母孝顺的第一步。人生百十来年，如果以100岁为生命
大限，你已经走了近五分之一。我们一起学习并讨论过 《易
经》 所揭示的人生 6 个阶段：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
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通俗地理解就是：潜伏
修炼—初露头角—勤学苦练—把握时机—实现理想—功成身
退。妈妈希望你把 《易经》 的核心内容铭记在心并践行，顺应
和把握时机，尽好自己的本分，全面发展，不辜负你的天赋，
不辜负你所处的时代。

懂得取舍与交托

妈妈多次说过要你掌握安身立命的本领。专业学习是你立
足于世、撬起地球的杠杆。沉浸式学习方法和深耕式学习态度
是必须的。缤纷世界的诱惑多多，你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
分散精力，不忘初心，朝着自己的理想奋进。妈妈时常借用诗
人汪国真的诗句“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
影”来勉励自己。我们以此共勉吧。

哈佛大学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们，优秀不是
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标准，而是极具个性化的考核标准。基
于此，美国教育界提出了多元成功途径，鼓励学生最大化地挖
掘自己的潜能。儿子，你和同学不可比，你和任何人都不可
比。不与别人比，但不等于不与自己比。比，是拿自己的今天
与昨天比，审视今天是否比昨天收获更多；比，是拿新我与老
我比，检查新我是否比老我更加可爱。请记住：你是独一无二
的。做你自己，做最好的你自己。

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是人生的必修课，道理如
同白天与黑夜那样简单。黑夜提示人们该休息了，黑夜让人们
恢复体力，为了新的一天满血复活。黑夜绝对不等同于黑暗，
很多时候，今天所谓的失败，放在未来可能根本就不足挂齿。
妈妈希望你即使身处逆境，也能面带微笑并怀揣希望，去积极
发现摆脱困扰的有效途径，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同
时，要尽力做好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只要尽了本分，即便结
果出乎意料，也无须内疚和自责。智慧的人懂得取舍和交托。

架起从校园通向生活的桥梁

中国先贤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目标。立德是指一个
人要把个人修养和社会担当相结合。立功是指在自己从事的领
域中作出贡献，相当于你常说的改变（make change）。立言
被放在第三，不是随机排列。立言必需有立德和立功的基础，否
则也是立空言、空立言。但是，立言是对立德和立功的记录与感
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因此，妈妈建议你把大学所见所
闻、逸闻趣事和观察体会等都记录下来。人的记忆毕竟有限，即
使你有惊人的记忆力，事后也很难捕捉到当时生动的情景和微
妙的感受。这些资料在将来都是你及子孙们的宝贵财富。

妈妈时常提醒你要加强锻炼，身体是一切的本钱。没有强
健的体魄，即使有再多本领，都是不合格产品，理想终将化为
泡影。你要定期定时坚持健身，不要以学习忙活动多为借口。
要说忙，谁能有美国总统忙，奥巴马尚能每天坚持健身 1.5 小
时。妈妈希望你把运动与锻炼放在维持人最基本生存的高度
上，与饮食跟睡眠一样来加以重视。

妈妈还希望你在大学阶段遇见自己的心上人。时机成熟
时，谈一场激励彼此的恋爱，在美丽迷人的大学校园留下你们
青春的记忆。一个人的缺点和优点可能是三分缺点、七分优
点。找到了对的另一半，你的缺点会变小，优点不断变大。在
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之大幸也。

怀特海曾指出，大学存在的理由，是使青年和师长融为一
体，对学术进行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而在知识与追求生命的
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妈妈希望你架起一座从校园通向生活的坚
实桥梁。若干年后，你可以自豪地告诉儿孙们，你无愧你的大
学时代。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子，妈妈希望你能时常给父母报平
安。如果功课太忙，通过微信发一个笑脸表情包就好。

最后，祝愿儿子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妈妈永远爱你。
（作者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育学博士）

由于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心思稚
嫩，一年级孩子容易受外在的影响，稍有
动静就不自觉走神，思路也跟着去了，所以
在纪律方面的自我约束力不够。容易受干
扰是年龄特点，男孩子更突出。上课时老
师说上次打预防针大家很勇敢，有几个孩
子就挽袖找针眼，互相帮着找，还说“你哭
了，我没哭！”越说声音越大，老师提醒后才
又认真听课。

写家庭作业时，电视、电话、大声说话

都会干扰到孩子，为此，家长要特别注意保
护孩子的专注力，给孩子创造适宜学习的家
庭气氛。

一年级孩子还有一个“容易”，是容
易不自信。刚刚上学，在陌生的环境里容
易紧张不安，不知道怎样做才对，如果没
有做好老师的要求，就很焦虑、害怕，觉
得自己什么都做错。有时老师还没说什
么，有的孩子就哭起来；也有不止一位家
长说：“批评一句就哭，弄得我们什么都

不敢说了！”“一说就要哭，不说吧，孩子
得读书考试，不知道怎么办。”

六七岁的孩子特别需要家长的温暖鼓
励和耐心教导。有位家长说：“孩子写作
业，两遍不会，我就控制不住火气往上蹿，
怎么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本来孩子就
不知道该怎么做，家长怒气冲冲地指责、埋
怨，孩子会非常惊恐，心想“上学怎么是这
个样子啊？”更不知道该怎么写作业了，有
类似几次遭遇，孩子就会害怕写作业。

3 创造宁静氛围，建立学习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