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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微观

暑期一过，又一批学龄儿童将跨
入小学，成为一年级新生。小学一年
级是基础教育的起始年级，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家长开始承载家庭教育与
学校教育的共同责任。这个责任不单
是抚育孩子长大成人，因为只成人不
成才，也不能算是家庭教育的成功。

好榜样坏榜样孩子都会学
小孩子天真无邪，模仿能力强，判

断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极其薄弱，往
往认为大人的言行是正确的，是可以
学说学做的。因此，为人父母者在孩
子面前要时刻保持榜样性，切忌随心
所欲、信口开河。比如，夫妻双方的
交谈要注意不带口头禅。孩子虽然没
有进入语言氛围，但家长漏出的一句
口头禅，也许会引起孩子模仿的兴
趣。有的家长不以为然，反而觉得孩
子学得“好玩”“聪明”。一些孩子还
没上学就掌握了一些不文明语言，养
成了一些不文明习惯，正是父母不正
确潜移默化的作用。

比如有的家长领孩子进校园进行
新生入学注册，因个人急办私事，不
讲秩序，插队抢先；带孩子参观校
园，孩子折摘花草不加制止，反而帮
助选择；平常到校跟老师沟通，不但
抽烟，而且乱扔烟蒂；带孩子进公厕
方便之后不及时冲洗等。

教育无小事，事事皆育人。这里
的教育自然包括家庭教育。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责任就是配
合学校教育，自觉担当家庭教育的责
任。家长需要更新一个观念，不能认
为孩子交给了学校，是由老师教育
的，不能一味强调老师的教育责任，
弱化或推卸家庭教育的义务。

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有
道理的，从母亲十月怀胎，再到孩子
呱呱坠地学喊爸爸妈妈，学走路、学
喝水吃饭、学常见事物的认知等，就
是家庭教育的起始内容，就是对孩子
进行言行启蒙与训练。6 周岁入小学

一年级后，孩子应当有“小大人”的
样子了。再从孩子与父母在一起的时
间看，小学生在校时间一般不超过 6
小时，加上双休日、节假日在家，接
受老师教育的时间明显少于父母。如
果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脱节，就会抵
消学校教育的积极影响。从这个意义
上说，父母榜样的力量要持续发力、
有效发力。

榜样的力量是最有说服力的，对
学生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决定性的
作用。

好习惯坏习惯影响都挺大
小 学 生 从 小 要 养 成 的 习 惯 很

多，父母与老师要共同培养与校正。
如，按时就寝起床的习惯、读书写字
的习惯、走路靠右行的习惯、按时
完成作业的习惯、参加家务劳动的习
惯等。

遵守作息时间。作息要有规律，
不会休息就不会学习。农村学校小学
生普遍存在睡眠不足、过早到校的问
题。过早到校至少有两点危害：一是
存在安全隐患。小学生自我管理与控
制能力弱，无论滞留在校门口，还是
进入校园内，缺乏看护，安全隐患巨
大。二是影响学习精力的投入。上课
前打打闹闹已耗费精力，上课自然打
不起精神，何谈进入学习状态。

小学生要从小学会做力所能及的
家务劳动。有父母说，孩子太小，舍
不得让他们自己做事，却不知，劳动
素养也是人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一
环。目前，由于家长给孩子的全部任
务就是完成学业，孩子几乎过着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其实，劳动
可以锻炼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增强
其在家庭中的责任感，为今后的生活
打下基础。适当的劳动还会由于科学
的动静交替而促进学习，提高学习效
率和动手能力。

按时且保质保量完成老师布置的
课外学习任务。家庭作业是老师为帮
助学生巩固和拓展知识、形成能力所
布置的适量练习，有书面的、有实践
的、有口头的，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

家庭作业完成情况。家庭作业应当在
家庭中完成，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
实际完成情况看，一种是孩子家庭作
业一字未动，这类学生本身学习不自
觉，家长又缺乏必要的督促与配合，
有的家长对孩子失去信心，听之任
之；一种是家庭作业“缺斤少两”，
老师布置甲乙丙丁，他完成甲乙丙，
稍有难度的题目不去思考；还有一种
是家庭作业表面看是完成了，但字迹
龙飞凤舞，答题漏洞百出。所有这些
都是家庭教育缺位造成的。

家长可以及时向老师询问当日家
庭作业的内容，如发现孩子撒谎，要
加以教育，并与老师保持联系，了解
家庭作业的内容，经常验证，直至形
成习惯。孩子完成家庭作业马虎了事
的，家长要会同老师共同矫正其学习
态度，必要时来点“美丽的惩罚”，
逼其认真。

有兴趣没兴趣靠家长引导
幼儿园以游戏为主，进入一年级

后，开始接受基础教育，进行知识、
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训练。
学校生活当然不及幼儿园那样轻松、
有趣、快乐，毕竟学习是一项并不简
单的脑力劳动。尽管老师千方百计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总有部分孩子入
学一两个月后，新鲜感消失了，感到
从学习中得到的乐趣少，品尝到的辛
苦却较多，有的甚至不愿去学校了。

碰到这种情况，家长不能一味训
斥、强拉硬送，而应冷静、细致地了
解孩子究竟为什么厌学。了解孩子在
校情况，是碰到了不愉快的事，有什
么困难，还是与小伙伴产生矛盾，等
等。主动与老师取得一致意见，及时
帮助孩子解困。

要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孩子始

终保持健康状态，就能有兴趣地投入
学习。进入小学后，孩子从生理到心
理出现暂时不适应是正常现象。家长
特别要注意孩子的食欲、精神，不提倡
给孩子零花钱购买零食。

教育孩子热爱集体、团结同学、
遵守纪律。学校生活是集体生活，只
有热爱集体，才能感受到集体生活的
快乐和同学的温暖，才能有兴趣地接
受教育。

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孩子不可
能长时间地对某一事物进行有意注
意，如果强制他们的大脑神经中枢长
时间地处于兴奋状态，反而使神经中
枢转入抑制状态。有的家长动不动就
叫孩子做这个试卷练那个习题，剥夺
了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家长要顾及
孩子的感受，尊重孩子的兴趣。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安丰
镇小学）

和一年级新生家长谈个心
吴夕龙

前一段时间，江苏靖江某幼儿园班
级微信群里，两名幼儿家长因为一点小
事在群内互怼，进而发展到在园门口约
架惊动了民警。原来家长陈某当天接孩
子放学，发现小孩手上有一块淤青，于
是在班级微信群里向班主任询问情况。
此时，另一名家长顾某调侃了一句：

“你家孩子是金蛋里生的么？”二人你一
言我一语在群里互怼起来，最后双方约
至学校门口“理论”。

现在很多家长平常不管老师怎么私
聊或者在群里@，很难找到人。一旦孩
子身上有淤青，或者是被某个同学骂
了，家长就会在群里频繁“出没”，几
乎从不与班主任进行沟通，直接就在
QQ 群或者微信群@他认定的“肇事”
学生家长。双方基本是没有交流的态
度，都说自己的孩子被“伤害”了，不
去了解真相是不是如孩子所叙述的那
样，不去反思孩子虽然受了伤、吃了苦
但要不要承担责任。

绝大多数家长选择相信自己的孩
子不会说谎，但孩子说的真的完全是真
相吗？没有孩子愿意承认错误，或者说
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错的，因为父母
就是这么示范的。孩子挨了打，父母从
来不问为什么，只会说：“你个孬种，
不 会 打 回 去 啊 ， 打 伤 了 我 来 赔 医 药
费。”孩子一旦习惯了，现在打同学，
将来必然打父母。

遇到孩子受到伤害，首先要选择相
信孩子、安慰孩子，但相信不代表冲
动，还是要和班主任沟通，了解真相。
只有了解真相后，才能剖析矛盾的本
质。如果是孩子造成的，应该让孩子认
识错误，并向对方道歉；如果孩子是受
害者，可以请班主任帮忙处理，如果班
主任处理不当，双方可以见面交流。孩
子都是爹妈所生，爱护是必需的，但护
短是万万不能的。

当然，发生了事情后，如果与自己无
关，作为家长在班级 QQ 群和微信群里
做个看客就罢了。真要想说点什么，也
要注意语气和口吻，千万不能心直口
快。这个时候，任何的调侃或者直言不
讳，只会火上浇油，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作者单位：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家长遇事需冷静
鞠锋

微言微言

周末，我常常陪女儿画画。她画
完后，总是津津有味地给我讲画中的
内容，仿佛每幅画都是一个童话世界
的小故事。听女儿说完了，我帮着她
修改一下，然后画上一个笑脸。画画
既锻炼了孩子口头表达能力，又丰富
了孩子的想象力。

为了给女儿多提供创作灵感，我
时常带着她漫步在郊区的田间小路。
记得有一次，我带女儿散步，她看到
农民在地里忙活，有的剪果枝，有的
拔草，还有的施肥，她不停地问，我
耐心地一一作答。回家后的第二天，
我惊奇地发现女儿没有看着画册照猫
画虎，而是边思考边画画。画中有果
树，也有干活的人，虽然只有几分

像，却让我感叹不已，连声称赞。看
来，家庭教育应该多给孩子提供接触
生活、感悟生活的机会，多给他们提
供创作源泉。

放风筝是女儿的最爱。我常带她
来到河堤上，拴好线，跑几步，风筝乘
着风飘了起来。看着“大蝴蝶”越飞越
高，女儿咯咯地笑着，慢慢放着线，时
而快跑，时而慢走。我在旁边一边帮
她牵着线，一边给她讲解一些简单的
力学知识。女儿玩累了，我们便蹲在
地上休息。

看到路边的小草和鲜花，我又给
她讲温度、水分，以及从发芽、开花到
枯萎等生长规律。看到地上的一只小
蚂蚁，我便做起了儿时的游戏，在地上

画了一个圈，结果小蚂蚁在圈内直打
转转。女儿好奇地问原因，我告诉她：

“有的蚂蚁是通过闻空气中的气味来
辨别方向的，画圈后，空气中的味道暂
时被隔断，所以小蚂蚁迷失方向了。”
大自然当课堂，让孩子在亲近自然中
掌握知识，能够激发孩子探究自然奥
秘的好奇心。

现代家庭教育观表明，家长要多
陪孩子聊天，在聊天中给孩子传授知
识，掌握孩子思想动态。要多与孩子
共同玩耍，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通
过亲子互动，才能使孩子的成长接上
地气。

（作者单位：甘肃省天水市麦积
区龙园中学）

在玩耍中培养孩子的智慧
雒会龙

在一次沙盘游戏治疗中，12岁的
来访者摆放出了这样的画面：一座冷
清的别墅里，孤灯下，母子二人在餐
桌边吃晚饭。别墅远处，是一辆驶向
更远处的豪华轿车。来访者说：“车
里是我爸爸，他是做推销的，常年在
外奔波，很少回家。他成了我们家的
路人甲。”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这样的
家庭并不少见：爸爸在外打拼挣钱，
妈妈在家照顾孩子。这样的爸爸看似
为孩子付出得最多，其实，缺少父亲
陪伴的孩子缺失的是更为重要的东
西。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莱肯研究发
现，成长过程中父亲不在身边的孩子
被虐待、辍学、离家出走、成为未婚
少年父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比其他
孩子要高出7倍。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每天和
爸爸相处两小时以上的孩子往往智商
更高，男孩看上去更坚毅，女孩成人
后更懂得与异性交往。那么，爸爸该
怎样陪伴孩子呢？

回家前清空坏情绪。相比妈妈而
言，爸爸承担着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家
庭压力，这就意味着要经历更多的挫
折，而挫折往往引发坏情绪。当爸爸
的情绪变坏，又不能很好地调整时，
就有可能转化为某种形式的家庭暴
力。不仅如此，坏情绪还会恶性循

环。因此，爸爸回家前，要清空坏情
绪，带着微笑走进家门。

如何清空坏情绪？一是要认识到
陪伴孩子是大事。中国教育学会家庭
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朱永新说：

“父亲是男人最重要的工作。”李嘉诚
也说：“任何事业上的成功都无法弥
补教育孩子的失败。”因此，工作上
的挫折影响陪伴孩子，是因小失大，
得不偿失。二是暂时忘却烦恼，散散
步、哼哼歌、吃美食、微笑、降低自
我要求等，都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关键是爱妻子。良好的夫妻关系
是家庭生活的定海神针。让爱情保
鲜、夫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首先要
尊重妻子。尊重之于人心，如阳光之
于万物。尊重虽重要却稀少，“地球
上有 30 亿人每晚饿着肚子睡觉，但
有 40 亿人每晚睡觉前渴望得到一句
肯定和鼓励的话，却无所得。”美国
职业演说家罗伯特如是说。因此，丈
夫回家后，真诚尊重妻子，倾听妻子
吐槽，肯定妻子的付出，必然温馨家
庭氛围。进一步讲，尊重使妻子打开
心扉，丈夫也敞开胸怀，两人的了解
越发深入，夫妻关系越发牢固且亲
密。

丈夫要多做家务。公平是婚姻幸
福的基石。觉得自己婚姻不公平的妻
子大多是因为丈夫在烹饪、搞卫生、

照顾孩子等家务中贡献过少，从而引
发婚姻紧张。因此，爸爸主动承担家
务，婚姻满意度会更高。从另一个角
度说，妈妈一人操持家务，实在太
累。如果爸爸主动担起家务的担子，
让妈妈也有放松休憩的时间，身心得
到调节，无论对于妈妈、孩子，还是
整个家庭，都是一件最美不过的事
情。

陪伴不必过于专业化。说到陪
伴，有的家长会追问，怎样陪伴才能
高效、使“熊孩子”提高注意力、做
题又快又对、背书一字不差，这种陪
伴过于功利化，过多强调既得利益，
忽视了对孩子的长远影响。其实，和
孩子玩积木、打陀螺、捉迷藏，或者
交流社会热点、聊聊生活琐事，哪怕
只是陪孩子在小区里走走，都能起到
育人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
快乐的陪伴中，不知不觉建立了良好
的亲子关系，为教育孩子打下了坚实
的基石。

爸爸不仅是家庭经济的顶梁柱，
更是家庭教育的主导者和主演者，决
不是路人甲。爸爸带着微笑回归家
庭，关爱妻子、陪伴孩子，家庭才更像
家庭。孩子在温馨幸福的家庭环境里
生活，自然会身心舒展、茁壮成长。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区家庭教育培训学校）

爸爸岂是路人甲
孙海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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