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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家教师说家教

印度电影 《起跑线》 讲述的是印
度中产阶级夫妻拉吉和米图，为了把
独生女皮娅送进德里最好的私立学
校，不惜购买“学区房”，斥巨资进行
面试培训，甚至伪造财产证明，假扮
穷人身份，抢占贫困生的入学名额。

在贫民窟希亚姆夫妇善良行为的
感召下，拉吉最后幡然醒悟，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好
的影响，于是勇敢地承认并且揭露了
女儿入学过程中的种种恶行，为孩子
树立了榜样。

父母过度保护
孩子无法喘息

影片中，米图对女儿的生活和学
习都要事无巨细地过问及安排。仅仅
是出去玩滑梯，除了事先清洗消毒滑
梯外，又是涂防晒霜又是喷防蚊液，
甚至在炎热的夏天给女儿穿上了保护
服，最后还煞有介事地给女儿戴上安
全帽。而女儿皮娅全程沉默不语，机
械地任由母亲摆布。

这样的场景无疑是熟悉的。在中
国，也不乏这样的父母。他们对孩子
倾注了太多的爱和心血，恨不得为孩
子打点好一切，不自觉地在大事小事上
为孩子做决定，使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独
立思考和自由选择的空间，致使他们不
得不压抑自己的情绪和内心真实的想
法。久而久之，孩子逐渐迷失自我，无
力遵从内心，难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目
标，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相信
这不是父母所希望看到的。

父母对孩子的爱无可厚非，然而

过度保护是否会让孩子无法喘息呢？
你所认为最好的东西真的是最适合孩
子、最符合他们需求的吗？因此，家
长对孩子不能包办一切，应多关注孩
子的内心，鼓励他们抒发自己的想法
和诉求，以一种平等尊重的心态与孩
子沟通。这样才能培养他们独立生活
和人际交往的能力。

父母日常行为
孩子一面“镜子”

影片中，住在贫民窟的希亚姆夫
妇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拉吉夫妇产生
了巨大的反差。

场景一：在拉吉夫妇刚搬来贫民
窟时，非常不适应贫民窟恶劣的生活
环境。希亚姆夫妇不但带着拉吉夫妇
适应贫民窟的环境、帮拉吉找工作，
甚至在拉吉假装因缺钱而无法供女儿
上学的情形下，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撞
上一辆过路的卡车，把所得的赔偿金
全部给了拉吉。如此朴实的希亚姆夫
妇也正是他们儿子成长的范本，孩子
也像他的父母一样真诚友善，他对皮
娅热情友好，他们互相陪伴玩耍并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前一段时间，四川某中学的两名
初三女生在中考体育 800 米跑测试
中，选择先扶起摔倒的同班同学再一
起冲向终点的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这本应该是很平常不过的一件事
情，却被媒体大肆宣扬。这正说明了
当今的孩子们在人格塑造方面的缺
失。毋庸置疑，孩子能在紧要关头做
出这样的选择肯定和父母的言传身教

分不开，父母在平时的生活中一定也
是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

场景二：希亚姆夫妇在得知自己
孩子落选私立学校时，还能忍住眼泪
并耐心劝孩子，一次落选并不能说明
你就是不幸运的，并对儿子说：“你是
最幸运的孩子，学校不录取你是他们
的损失。”同时掏出身上所有的零用
钱，准备为幸运入学的皮娅一家庆
祝。希亚姆夫妇用自身乐观而坚韧的
性格和人生态度，教导孩子要正确认
识挫折，成长为一个勇敢坚强的人。

当孩子遭遇挫折时，家长不要一
味地埋怨：“你怎么连这点小事也做不
好？”或者说些丧气的话：“这可真是
太倒霉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如
果每次都过分计较和埋怨，怎么重拾
对生活的信心呢？父母应该帮助孩子
冷静分析，多鼓励支持孩子。一次的
失败或者不如意不能代表什么，只要
认真思考总结、吸取教训，就一定能
有所收获。以此也能教导孩子泰然自
若地积极应对人生的各种困境。

场景三：希亚姆发现是拉吉假扮
穷人顶替了自己孩子的入学名额时，
他气冲冲地准备去学校告发，但当他
看到皮娅天真可爱的笑脸时，还是放
弃了举报并对拉吉说：“我和你们最大
的不同，就是不知道如何偷窃别人的
权利。”他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孩子，无
论怎样也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不
逾越道德的底线。

以上场景都例证了父母是孩子最
好的老师，父母的为人处世方式会潜移
默化地影响孩子。这也就要求家长身
体力行，以自身优良的德行教育孩子。

父母知错就改
孩子积极面对

希亚姆夫妇善良、无私助人的种
种行为深深地触动了拉吉，他开始反
思自己费尽周折所获得的“精英教
育”到底是否值得？是否在无形中伤
害了太多的人，同时也违背了自己做
人的原则呢？最终，他认识到，“如果
连一个好人都做不了，怎么做一个好
丈夫和好爸爸”，并勇敢地冲上舞台，
在众人面前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有可能
迷失或者犯错。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
更新，以及对自己孩子的深入了解，
最初觉得合适的教育方法可能不再适
用。作为家长，也要身体力行地告诉
孩子，父母也不是完美的人，也会犯
错，犯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能及时
改正错误、找到解决的办法。耳濡目
染下，孩子就不会逃避犯下的错误，
而是会积极地面对和解决。而且，他
们也会更加尊重和信任父母，从而更
有利于营造平等协商的家庭氛围。

在影片的最后，拉吉夫妇也把女
儿皮娅转入了公立学校读书，而在影
片开始坚定地想让女儿上最好私立学
校的妻子米图，也终于对丈夫拉吉说
出了“我希望皮娅成为和你一样的
人”。父母能成为孩子成长之路上的榜
样，给孩子精神上的支持和引导，帮
助孩子塑造良好的心智和品行，才能
让孩子真正赢在“起跑线”上。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
究院）

希望孩子和你一样
——印度电影《起跑线》的家教启示

殷朝晖 郑雅匀

电影课电影课

据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回忆，父
母从不刻意对自己进行教育，他从来
没有聆听过父亲的教诲。在儿时的记
忆里，钱永刚觉得父亲的穿着总是很
正规得体，特别是家里来了客人，就
是很一般的客人，父亲的穿着也不再
随便。钱永刚曾听父亲和别人说过，
穿着正规是对自己、对他人的尊重。
父亲的这个习惯深深地印在钱永刚幼
小的心中，所以，他从小就有了和父
亲一样的习惯。至于生活中的很多其
他良好习惯，钱永刚表示都来自于父
亲。所以，要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最好的引导方法是，家长首先要
有优良的生活习惯。

我有一个爱好，喜欢听配乐朗
诵。在优美的旋律中听播音员抑扬顿
挫的声音，我的整个身心都能陶醉其
中。这个喜好是从懵懂时期就开始
的，直到现在依然保持。记得师范
刚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听说有个同
学买了《哈姆雷特》的录音磁带，我
骑了半小时自行车专门到同学那里
欣赏。

或许正因为这一喜好，自我感
觉语感还是比较好的，因此带动了
我的阅读和写作。这不仅给我的工

作 —— 语 文 教 学 带 来 了 很 大 的 促
进，更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

对配乐朗诵的喜欢，完全来自于
我妈妈的爱好。儿时，妈妈在生产队
干活之余，就坐在刺绣架前绣花，放
在刺绣架上的收音机里，经常播放着
配乐广播剧——妈妈爱听这个。每当
这时，我就静静地坐在妈妈身边，欣
赏那配着好听音乐的故事。欧·亨利

《最后一片树叶》 那凄美而感人的故
事情节，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经常有家长咨询：应该怎样辅导
孩子的学习？我觉得，辅导孩子学
习最好的办法，就是家长自己也学
习。家长要有健康的兴趣爱好：阅
读经典、欣赏戏曲、琴棋书画⋯⋯
家长的这些方面的爱好，自然能使
孩子的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
这样的影响，或许对孩子的一生都能
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试想，家里总
是麻将声声，总是播放着言情暴力的
电视，这样的家庭怎能培养出有良好
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的孩子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家长的榜
样作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

（作者单位：苏州市吴中区胥口
实验小学）

榜样尽在无痕处
柳永忠

微言微言

家长可以通过家长会了解孩子在
校的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家长不仅要
按时参加孩子的家长会，而且不妨会
后留下来，更深入地了解孩子在校的
表现。

深入课堂和孩子一起学习。家长
最关注子女的学业。如果条件允许，
家长可以进入课堂和孩子一起听课、
一起学习，可以对孩子的学习情况进
行了解，比如孩子在课堂上的坐姿是
否端正，学习时是否专注，作业是否
按时完成，知识是否掌握，教师提问
是否积极参与等。当然，有的学生不
喜欢家长和自己在一起听课，家长
就不要执意进入教室听课，可以利
用课余时间主动与班主任或其他任
课教师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
情况。

深入食堂公寓和孩子一起体验生
活。家长除了关注孩子的学习外，也
十分关注孩子在校的食宿情况。平时
在家，家长常做一些孩子喜欢吃的饭
菜，为孩子把床铺整理好，有时还要
帮孩子洗衣服等。孩子在学校期间能
否吃得习惯、饭菜是否可口、孩子是
否挑食等，家长走进学校食堂与子女
一起进餐，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问

题。对于寄宿制学校的学生，子女是
否学会了独立自主，是否可以自己照
顾自己等，家长也十分牵挂。家长不
妨走进学生公寓，了解子女的生活情
况。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家长要帮助
孩子整理床铺或替孩子洗衣服，而是
引导子女养成独立意识。

深入同学之间进行交流。人际交
往是子女在校期间必备的技能之一，
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学生体验到
友谊的力量，可以促使同学共同进
步、共同提高。相反，如果子女处理
不好与同学的关系，可能会导致身心
疲惫，严重时还会影响学习。所以，
家长不妨在课余时间主动走进班级，
与学生们一起交流，借此引导孩子学
会交友、学会互助、学会分享，同
时，还要引导孩子掌握化解矛盾的方
法，遇到矛盾理性处理。

总之，家长会之后，作为家长先
不要急于离开，不妨留下来走一走、
看一看，进一步了解孩子在校各方
面 的 情 况 ， 发 现 问 题 及 时 帮 助 解
决。同时，家长也可以向学校提出
合理化建议，配合学校做好各项工
作。

（作者单位：武安市第六中学）

家长会之后不妨留下来
秦延涛

7 月 27 日，由浙江省德清
县乾元镇部分家长和孩子组成
的亲子护水团志愿者，在城北
村检测水质。这支亲子护水团
利用节假日对当地河流进行巡
查，将有关信息上报镇治水
办，共同呵护青山绿水。

潘晓明 小绍兴 摄

亲子护水团

综合实践课程
让学生回归自然

鱼需要水，但不能只是没有任何
养分的水；孩子们需要亲近土地，但
不能只是没有任何养分的土地。为了
让“开心农场”更有吸引力，更富含
营养，富春七小的老师充分发挥集体

的力量和个人的智慧，以尊重兴趣、
基于经验、联系生活、多元选择、着
眼发展为理念，依托“开心农场”精
心烹制出丰盛的课程大餐，使整个校
园变成了育人的课堂。

秋季开学是个特殊的节点，如何
让孩子们喜欢上学，让一年级新生迈
出美好的第一步，让二年级至六年级
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温馨记忆？七小
人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导向，依据

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结合时令季节特
征，以跨学科的视界和整合的理念对
开学活动进行顶层设计，精心研发

“开学课程”，创设校园环境，开上
“赠送向日葵”“亲子劳作”“竹笛音

乐会”等一系列生活化、活动化的
综合课程。“我们希望，这样的课程
能够成为师生和家长共同的精神史
诗和美好记忆，能让孩子们感受劳
动带来的丰收喜悦，让孩子们喜欢
学校，心怀感恩、激发潜能、增长智
慧。”对于课程的效果，章振乐校长满
怀期许和自信。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时用来指导
农事的补充历法，既是历代官府颁布
的时间准绳，也是指导农业生产、日
常生活中人们预知冷暖雪雨的指南
针，是汉族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
和智慧的结晶。为让孩子们系统、深
入地了解节气文化，在与自然的亲密
接触中感知农事，学校还专门组织精
干力量开发“节气课程”，通过“开
心农场”与农历节气的结合，让学生
通过观察、走访、探究和劳作等方

式，用心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收集
“二十四节气”的相关知识，开展节

气主题的绘画、诗歌创作，让孩子们
在系统的综合性学习中感知“农耕文
化”。

除了“节气课程”，七小还开设了
“开心农事”体验课程、“农场探秘”

探究课程、“田野放歌”创意课程、
“快乐种植”实践课程，构建新起劳动

教育的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丰富的
课程大餐，给学生提供了自主选择的
机会，为他们的个性成长、优质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

田野就是大课堂
劳动教育成为人生第一教育

在富春七小，课堂的空间不再局
限于教室，田野就是学生的大课堂。
孩子们来到农场，观察植物生长的状
态，摸索植物成长的规律，形成了一
大批研究性学习成果：孙正清同学对
蔬菜与健康的关系进行探究，写出

《健康生活与绿色蔬菜》 的小论文，获
得浙江省一等奖；徐哲豪同学撰写小
论文 《浇灌生命之花》，在“我们爱科
学”征文比赛中获得浙江省一等奖，
全文被 《浙江日报》 刊登。

教 学 的 方 式 也 不 再 只 是 知 识 传
授，基于真实情境的自主学习、探究
学习、项目学习时时处处都在发生。
一年级假日小队参观富伦生态公司，
亲眼目睹回收牛奶盒循环再生的过
程；二年级小河观察员对富春街道太
平浦四号渠的水质进行跟踪检测，清
理沿河两岸的垃圾；三年级同学来到
污水处理厂和自来水厂，观看自来水
净化和污水处理的全过程，策划写倡
导语和护水金点子的活动；四年级孩
子则对社区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探访，
倡导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五六年级学
生对富阳境内 10 多条溪流的水质、土
壤进行采样，走进实验室对河水、土
壤样本进行分析，并将得出的数据和
结果反馈给相关部门，为富阳区的

“五水共治”助力。孩子们不仅在与自
然的亲密接触中学到了知识，培养了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还把知识和能力有机地运用到广
泛的社会实践之中，去保护环境、美
化生活。

教育的主体不仅是学校，还有家
长、社区和政府部门。2017 年立春，
富春七小和新桐乡政府部门联合，举
行盛大的“立春祭”活动。在“鞭春
牛”“咬春卷”“打春糕”“唱春歌”

“吹春曲”“咏春词”“迎春神”等一系
列活动中，孩子们真切地体验着民风
民俗，触摸着历史悠远的农耕文明，
领悟着“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传统文
化。

长达九年的探索，富春七小“新
劳动教育”的做法为基层学校开展劳
动教育，丰富教育内容和形式，让学
生从劳动教育中获益提供了丰富多彩
的学习范本。2015 年，学校的“劳动
教育”在大连的全国中小学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经验交流塈德育工作
会议上作专题报告，受到时任国家教
育部门领导的三次点赞。

（闫 瑞 韩 雪）

劳动教育 在开心农场内开花结果
——记杭州市富春第七小学“新劳动教育”探索之路

“除了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的馈赠，其他的一切都要通过劳动获
得。”这是章振乐的座右铭。

“没有亲近过土地的孩子，就没有幸福快乐的童年。”这是章振乐
极为重要的一个教育观。

正如诗人艾青所言，儿童的幸福一定要有田野中的嬉戏、土地上
的劳作、挖过野菜、听过蝉鸣⋯⋯只有走出课堂，走进自然，才会拥
有田园式的快乐童年。怀着这样的认识和信念，2009 年建校之初，
学校通过反复沟通和多方奔走，终于把校园周边的十几亩土地变成了
孩子们的“开心农场”，也开始了一场“让教育回归本真，让学生回
归生活”的持续九年的新劳动教育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