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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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教主张家教主张
微论坛微论坛

一线扫描一线扫描 不少家长很重视孩子的幼小衔接，却
不了解一年级孩子的学习特点，没有意识
到自己要面对多重困难，对孩子上学后的
各种“缺点”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有
的家长抱怨学校的规矩多、抹杀孩子个性；
有的觉得老师“不公正”、有歧视。家长的
焦虑、紧张情绪让懵懂幼稚的孩子更加茫
然不知所措。所以，幼小衔接也包括家长
对角色转变的适应。只有家长做好认识方
面、心理方面的准备，才有足够的耐心和
能力帮助孩子完成幼小衔接。

转变角色要面对五大难题

有些家长说完全没有料到孩子入学后
学习会这样落后，被打击到几乎崩溃，甚
至怀疑孩子是不是智力有问题。这些家长
之所以陷于猝不及防的困境，主要是对孩
子上学后自己面临的角色变化及相应难题
缺乏心理准备——

“小学生家长”与“小朋友家长”角
色的职责、压力完全不同；

孩子上学后，家长会失去更多的自由
时间；

家长对学校的制度化、规则化、复杂
化认识不足；

与老师达成教育共识并非自然而然；
要重新建立适应孩子上学的家庭生活

秩序。
家长首先要了解一年级孩子学习的特

点。比如孩子掌握的词汇量很少，理解力
有限，课堂上对老师的话经常是听到半
句、丢了半句，甚至会认真地把没做完的
作业交上去。这不是孩子的缺点，而是这
个年龄的特点。家长不用批评，而要记住
跟孩子说话时要说得明白具体。

此外，家长要充分了解孩子面临的困
难。中小学几个阶段之间的衔接，难度最
大的是幼小衔接：上学后的中心任务、学习
方式、作息时间、班级规范、老师要求⋯⋯
都与上学前截然不同，跨度很大。短时间
内能够适应的孩子只是极少数，大部分懵
懂的孩子都面临多个困难，需要家长无条
件的支持、温暖的鼓励。

在孩子达不到要求、写不好作业的时候，要保持温和、鼓励的
态度并不容易。家长要了解孩子面临的难处，要知道六七岁孩子稚
嫩的心智经不起超负荷用脑，每次只能专注用脑 15 分钟左右。超
时、超量的消耗以及家长的发火、吼叫和厌烦情绪，会摧毁他们的
心智，让孩子害怕作业、恐惧学习、逃避家长。

孩子的幼小衔接，也是家长的幼小衔接。家长要多学一些家教
知识，读懂孩子的特点，提升自己的教育能力，尽可能避免教育失
误，让孩子在学之初获得良好的起步。

破解难题需要慢教育的能力

家长要理性看待孩子上学后的曲折反复，耐心等待孩子慢慢成
长。其中非常重要的两点，是认识到只有少数孩子一开始就适应学
校，而孩子的学习会进退起伏是正常的。

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表现出众，上学后老师却反映说不专心、动
作慢、和同桌合不来、字写不好⋯⋯其实，孩子的这些所谓的“错
误”，只是成长中的不成熟，是孩子幼小衔接过程中正常的“不适
应”。从幼儿园到小学，只有少数孩子能很快适应学校要求，一个班
大约只有三五个孩子表现得听话、自觉、守纪律、学习好。自己的孩
子若在大多数之列，就在正常范围中。如果属于那三五个孩子，那是
幸运，但也不能担保以后会一直名列前茅。家长要调整好心理预期。

有个孩子上学后的几次测验都是 99 分、100 分，后来有一次
是97分，但孩子妈妈并没有拿着试卷追问孩子：“全班大部分都是
满分，你怎么丢了 3 分？”因为她觉得孩子刚上学还不能很好地掌
控学习过程，学习能力基本是零起步，不可能保持学习的稳定。即
使追问，孩子肯定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做错。这位妈妈的理智
沉稳，就是一种慢教育的能力。

学习生涯中一直会有进退起伏，越到高年级进退起伏越明显。
计较一年级测验丢了几分意义不大，反而因为求全责备伤了孩子的
学习兴趣，很不值得。学习稳定上升的关键在于学习能力稳步提
高，而提高学习能力就不要怕出错。反复纠缠于为什么出错、惩罚
出错，只能降低孩子的学习动力，学习能力根本无法提高。

“慢教育”的能力，就是家长能够从容应对孩子上学带来的压
力、冲突，能够克服急功近利、保护孩子“慢慢学习”“慢慢成
长”的过程，要知道在一年级这个学习的起步阶段，学习习惯比分
数重要、学习兴趣比分数重要、学习方法比分数重要。

“慢教育”就是不着急的、温和的、始终鼓励的。负责综合、
判断、决策的大脑前额叶要到 30 岁左右才会发育完成，也就是
说，博士毕业时人的心智也未必完全成熟，判断与决策还待磨炼。
一年级的家长，有什么理由不慢教育呢？

理性辨识孩子的缺点和特点

不自觉、粗心、坐不住、贪玩、记不住任务等，都是一年级孩
子的正常状况。六七岁孩子神经系统发育还不成熟，从一二年级到
五年级，自觉性都在下降，三四年级的时候特别调皮，自控力差，
到五年级才又稳定上升。家长了解儿童少年发展的这些规律和特
点，才会有耐心对待孩子的各种状况。

经常听到家长埋怨孩子喜欢玩、不喜欢写作业、不喜欢看书。这
是小学阶段孩子的特点。正常的孩子喜欢学习，也喜欢玩耍；喜欢看
书，也喜欢运动。所以，一年级家长的任务不是简单地禁止孩子玩
耍，而是教他们既会学习也会玩。如果到了中高年级，孩子还“只知
道玩”，不喜欢看书、不好好写作业，那就是缺点了。

最需要一年级家长重视的是孩子的习惯。比如早上起不来、晚
上不按时睡觉、零食当正餐、写作业拖拉等坏习惯，一旦形成，威
力比想象的还要强大，一定要纠正。

家长都非常在意老师对自己孩子的评价，我在一个小学跟班调
查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接到老师的电话就立即赶来的装修师傅。开
了几个小时的车，来不及换下的工作服上满是灰浆。等老师时他说
自己最怕儿子惹老师生气，堂堂男子汉禁不住抹起了眼泪。这位父
亲的焦虑，正是新生家长心理准备不足的表现。

其实，只有少数一年级孩子能有稳定的好表现，大多数孩子都
有可能让老师不满意。男孩子家长的压力更要大些，因为男孩子适
应学校的规范要慢得多，教师的告状、诉苦、不满就多很多，这是
男孩子的特点决定的。

教育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和复杂性是家长难以掌控的。家长对
孩子成长的起伏曲折估计得越充分，家庭教育就越主动。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教授，著有《孩子要上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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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石屏

“半学习”状态
需要“慢教育”心态

本报记者 杨咏梅

“学之初是孩子人生的关键一步”“让孩子喜欢上学，是
小学一年级家长最大的任务”“紧跟老师、自己做、不拖拉，
是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吉祥三宝’”“老师的赞扬、同学的肯
定和家长的表扬，是一年级小学生最重要的学习动力”“缺乏
半学习过程是孩子不适应学校的重要原因”“孩子有奔跑、跳
跃、游戏的猛烈呼吸，才能获得充沛的学习精力”⋯⋯

9月6日，在中国儿童中心召开的幼小衔接和入学准备研
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日前教育部有关专项治理幼儿园小学
化文件中“严禁小学化、坚持零起点”的要求，聚焦重庆师
范大学教授赵石屏的新书 《孩子要上一年级》，从不同角度讨
论孩子应当做好哪些入学准备，建议家长要用“慢教育”的
心态应对一年级孩子的“半学习”状态。

1 习惯、方法和兴趣比分数重要

“上学就是这个样子啊？以后还要上
中学啊？怎么得了啊？”多年前的这一
幕，令赵石屏深受触动：“这个刚上学的
男孩子实际是向整个社会在哭，因为家
长不了解幼小衔接的核心问题是孩子必
须‘先适应、再发展’，家长的焦虑会弄
得孩子害怕上学，学习动力就被破坏
了。”

赵石屏在幼小衔接的研究上做了 20
多年的积累，她认为中国文化把一年级
叫作启蒙，“蒙”就是混沌无知，教育部
强调零起点就是这个道理。“启蒙之前孩
子不应该有符号的学习，上学之后一定
要注意习惯比分数重要、方法比分数重
要、兴趣比分数重要。”

“我还记得女儿上学第一天放学回家
之后兴奋得满脸放光，手舞足蹈地跟我
说学校的事！”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
委会常务副理事长孙云晓把赵石屏提出

的三个习惯 （紧跟老师、独立做、不
拖拉） 比喻为“吉祥三宝”。“幼和小是
两个系统、两个概念，要审视孩子在幼
儿园养成了哪些良好的习惯，升入小学
的过程中，好习惯保持得越多，孩子的
心理就越稳定，发展就越顺利。孩子如
果能在一年级养成这三个习惯，一生的
发展、学涯、生涯就有了胜算，被动就
变为了主动。”

《父母必读》杂志主编恽梅认为，家长
要意识到幼小衔接是个系统工程，会带来
家庭节奏甚至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比如
孩子上学后就不适宜再叫他“宝宝”，早起
早睡、运动等生活节奏需要整体带动，孩
子写字慢实际上是精细动作发展的问题，
家长要在细节上帮助孩子。恽梅说：“幼小
衔接是习惯教育，习惯的建立比花时间花
钱补课重要得多，好习惯能提供源源不
断的学习动力。”

“上小学是孩子融入社会的第一步，
先天因素和家庭教育会让孩子有很大的
个体差异。家长要调整好自己的孩子发
展的节奏，不要一开始就乱了阵脚。”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所长
刘秀英补充道。

“由小朋友转变成小学生这个衔接
处，埋藏着非常重大的教育课题。家
长、孩子、学校都需要相互适应，其中
充满科学性和逻辑性。”作家出版社总编
辑黄宾堂认为，幼小衔接的入学准备这
个小切口，实际上撬动的是家庭和学校
教育的大课题。

“现在的家长很焦虑，也很努力，特别
是年轻的家长，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
新东方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应光非常
赞同赵石屏提出的“慢教育”理念，她认为
家长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多给自己一点
时间，好好去了解、去实践。

2 家长需要的是专业指导而不是教育

如何抚平家长的教育焦虑？“家长的
教育认知很重要，慢教育是一种基本素
质，如何把握分寸，如何把普遍的经验转
换到自己孩子身上，家长真的要沉下心来
学习。”

说到这里，赵石屏展示了一张照片，
正午的树荫下，一个农民工疲乏地躺在砖
头堆里睡觉。她说：“很多家长为了尽到
养家的责任，几乎要耗尽他们的全部时间
和精力。我们不是要教育家长，而是要给
家长提供专业支持和帮助。”

赵石屏在高校做了 30 年教育研究、
又一直坚持在小学做“田野观察”，《孩
子要上一年级》 中的精准家教理念，被
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文道比喻为既有理论依据、在天上
飞，又有一线经验、在地下跑。“特别是

一年级孩子是‘半学习’，这个词我第一
次看到，生动地描绘了一年级孩子一半
时间玩、一半时间学的状态。”

“孩子处于半游戏半学习的转变中，
家长要用慢教育的心态去细微地引导孩
子。”赵石屏提醒家长说，孩子放学后又
去上补习班，这种学习方法叫低效的重
复，是不可持续的。“睡眠不足和运动不
足是孩子学业困难的重要原因，校外补
习应该首选体育项目，孩子一定要有奔
跑、跳跃、游戏、猛烈的呼吸，才能获
得充沛的学习精力。”

作为曾经的小学老师，《好妈妈胜过
好老师》 的作者尹建莉深感现在的家庭
图书多如牛毛，但是像赵石屏这样多年
沉在教学一线进行科学研究、作品既有
学术高度又通俗易懂的专家少而可贵。

“书中提供的思路和具体办法，不仅对家
长有帮助，对小学老师也是非常及时的
专业指导。”

“从幼儿园到小学，是过渡，更是转
折，是从以游戏和活动为主到以课程和教
学为主的重大转折，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但是很多家长陷入了知识准备的误区，不
懂得要在习惯、兴趣和方法上提前准备。
赵老师梳理出的31个问题，给了家长非常
好的指导解答。”在首都师范大学家庭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康丽颖看来，学者有责任
将具有专业引领性、强大学术底蕴的研究
成果转化为家长喜欢读、读得懂、有帮助
的科普作品。“《孩子要上一年级》的问题
意识和实践取向，有助于引领家长摆脱经
验的局限，走出自发，走向自觉，提供给家
长的就是专业化的支持和引导。”

3 鼓励和赞扬是重要的学习动力

“让孩子喜欢上学，是小学一年级家
长最大的任务。衡量一个家长是否合格，
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孩子是不是喜欢上学，
回到家之后是不是与你谈论学校的老师、
同学。”刘秀英特别认同赵石屏在《孩子要
上一年级》中的一句话——喜欢上学本身
就自带了学习动力。刘秀英认为孩子对
学校的喜爱将影响到他今后的学习成绩
和人格发展。“如果孩子不喜欢老师、同
学、课程，就不可能热爱学习，不仅会影响
他的学习成绩，甚至会导致他辍学。”

“读这本书很有画面感，赵老师提到的
慢教育、好习惯养成、过渡阶段情感的支持
和陪伴，都让我联想到我在儿子小时候留
下的遗憾。”中国儿童中心家庭教育研究部
部长霍雨佳刚带一个小学生夏令营从台湾
回来，她说：“孩子们在夏令营中反映出来
的安静专注、合作、礼貌等方面的欠缺，看

似是生活习惯问题，但不会影响他们在学
校的学习投入和学业发展吗？”

如何让孩子喜欢上学？把一双儿女
培养成哈佛学霸的于巾帼分享了加拿大
小学生的第一天。“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
的I（我），就是强调小学生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鼓励他们创造性地学习。”于巾帼
说，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没有教科书，
老师让孩子们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搜寻资料，发布“研究成果”的画报用
绘画或照片来装饰，还要演讲给同学
听。“在轻松的环境中边玩边学，小孩不
仅降低了对上学的恐惧，还学会了主动研
究、艺术创造、当众演讲。”

同为哈佛家长的贾琼是美国夏威夷
大学教育学博士，她介绍了美国小学生家
长的“五要与五不要”：一要确定家庭公
约，二要建立成长档案，三要保证孩子的

独立空间，四要进行安全常识教育，五要
培养孩子的交往能力。“幼小衔接是孩子
走出家庭、开始正式社会化的第一步，要
教给孩子一定的交往能力。”

五个“不要”是：不要受邻家孩子的影
响，要运用多元智能理论去了解自己的孩
子；不要有交给学校的心理，因为学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伸；不要做直升飞机式家
长，要抓大放小，拒绝唠叨；不要冷暴力，不
当使用time out（暂时隔离）会让孩子感到
爱的撤离，影响亲子关系；不要好心办坏事，
比如在孩子的专注力构建过程中打搅孩子。

关于让孩子喜欢上学，恽梅认为应该
让这个过渡阶段有一点仪式感，比如拍一
张很正式的照片，纪念入小学这个人生的
重要节点。孙云晓强调家长要特别注意
保护孩子对老师的尊崇和认同，树立老师
好的形象，引领孩子发现老师的优点。

提前学识字、拼音能帮助孩子尽
快顺利适应上学的要求吗？我认识的
一个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大物理系的女
孩，没有上过任何学前班或者幼小衔
接班，却学习优异，是老师赞誉的尖
子生、同学服气的学霸。她的入学准
备就三个：自理能力、学习习惯、智
力开发。

这个聪慧勤奋的女孩叫留芳，北
大毕业后到美国求学，获得生物物理
博士学位。她四五岁时就开始自己洗
头洗澡，虽然家里有保姆，妈妈还是要
求她自己盛饭、洗自己的碗、收拾自己
的小房间，并总是夸奖她“自己的事情
自己做”。养成自理习惯的留芳越来
越能干，后来上了北大，床铺是宿舍
里收拾得最整洁、布置得最好看的。

有自理能力的孩子，课堂上才能
紧跟老师的节奏、操场上才会自己穿
衣换鞋，才能独立完成学习任务。从
一年级开始，在妈妈温暖的鼓励中，
留芳就自己完成作业，面对不会做的
难题以及与同伴的矛盾，会自己想办
法解决。有一次妈妈发现学校课间餐
发的一包饼干在她书包里，却不动声
色，直等她三四天后自己发现，从此
她就记住了每天整理书包。

独立面对，才能长大。留芳的学
习能力和自信心发展得很好，高三时
已经在自学大学的数学课程，为了能
学自己喜欢的物理专业，她放弃了北
大其他专业的保送，自信地说：“我
自己考进去！”高考的第二天早上，
倾盆大雨，离考场有 20 分钟的路
程，她没叫出租车，挽起裤腿、撑着
伞赶往考场⋯⋯

两三岁时，留芳就养成了专心用
脑的习惯。无论是看图画书、玩积
木、剪纸还是画画涂鸦——只要她在
用脑，妈妈就把她的小书桌放到里屋
去，让她保持专心的状态，从不打扰
她专心用脑。有一次她在地板上用积
木搭建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专心致
志，尝试着各种布局，到了吃午饭的
时间妈妈也没有叫停她。

上学前，留芳还养成了去书店的
习惯。三四岁起，妈妈每周带她到新
华书店去，她看了很多书，听了很多
故事。高三毕业时，她的书已经装满
了3个高高的书柜。

因为喜欢去书店看书，留芳只要
看书就坐得住，就能专心读书。专心
的孩子最可爱，专注才有学习效率，
才能解决难题。高三冲刺时许多同学
都熬夜，留芳却因为专注而效率高，
基本能做到每天晚上11点入睡。

现在的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智力
开发，留芳的智力开发却不是从识字
开始，而是从智力发展的起点开始的。

“聪明”这两个字，耳朵灵敏为
“聪”，眼睛好为“明”，好的开发智
力必须从感觉、知觉 （视觉、听觉、
触觉、体觉） 开始，智力准备就是让
孩子多看、多听、多动手、多运动，
充分调动这些感官的活动。

留芳上一年级时不会识字、不会
拼音，心算能力相当于高年级学生，
可是不会写 123。老师说这孩子连拼
音都不会，智力中下。但妈妈知道留
芳读了很多精美的绘本，语言非常丰
富，词汇量超过正常水平的两倍，手
工剪纸已经达到 11 岁孩子的精细动
作水平，数学能力也远超一年级数学
的水平。所以留芳的智力准备是非常
充分的。

既然留芳上学时不会拼音、不认
识字，那她是什么时候追赶上并超过
其他同学的呢？说起来时间并不长，
上学后五六周，汉语拼音教完之后的
总测验，全班两个孩子满分，她就是
其中之一。自理能力、学习习惯和智
力开发这三个基础打好了，孩子学什
么都又快又好。

之后留芳的成绩就一直名列前
茅，小学 6 年的大小考试中，字词听
写没有错过一个字。五年级的时候，
她用两周时间学完了六年级的数学，
参加全国小学生数学奥赛获得了二等
奖。之后考入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
再之后考入北大，现在是一个勤奋好
学、乐此不疲的青年科学家。

留芳的经历看似特殊，却有规律
可循——正确的入学准备才能让孩子
在学习的道路上有力量、走得远。很
多孩子都很像留芳，都有着秀外慧中
的基础，希望家长把功夫下在孩子的
自理能力、学习习惯和智力开发上，
为孩子上一年级做好入学准备。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首
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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