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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运动员不会一开始就用
最快的速度跑，他会合理分配体
能，好使自己能跑完全程，在最后
的关键时候还能冲刺。

高强度的职业篮球比赛中，教
练不会让运动员打满全场，他会让
他们适时下场休息一会儿，喘口
气，喝点水，以便打出最佳的状态。

学习也是一场漫长的征程，小
学、中学加起来就长达 12 年，这是
真正的超级马拉松。许多孩子却从
一上学就加足马力，每天都背负着
巨大的压力，进行高强度的学习，
不能做到劳逸结合、张弛有度。

能不能放下名校情结

同事的儿子上小学，正在学奥
数。题目难到什么程度：老爸是大
学理科老师，从中学到大学，数学
一直是强项和引以为傲的资本，却
经常冥思苦想半天也解不出来。“那
就不要学呀。”我说。她大摇其头：

“不学不行呀，现在的名校入学考试
都考这个，不学根本考不上。”

我孩子读小学时，成绩基本上
保持在班上前三名，但她从来没学
过奥数，每天只完成老师布置的家
庭作业，学习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小学毕业，她没去参加长沙市的名
牌初中考试，而选择了一所注重综
合素质的学校，因为我没有名校情
结。

我从来就不觉得名校有什么了
不起。许多所谓的名校，无非是学
生的成绩靓丽，是应试意义上的

“名校”，并非文化底蕴有多么深
厚、教育理念有多么先进。很多家
长评价学校主要看学生的毕业考试
成绩，高分有多少，升学率怎么
样，名校当然鹤立鸡群。但学生成
绩好，主要原因可能是生源好，学
生入学分数线比别人高一大截，毕
业成绩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能证
明学校的教学水平就一定比别的学
校高。而对咱们的孩子来说，教学

水平才是关键，高分生再多，咱们
孩子去了并不见得也能得高分。

学生成绩好还有可能是学校管
理严格、抓得紧。有些成绩至上的
名校，有点“眼睛一睁，开始竞
争”“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
味道，不符合教育规律，不利于孩
子身心的全面协调发展。这样的

“名校”，不上也罢。

能不能把眼光放长远

高考前的 12 年中，小学阶段的
学习任务最少，难度也最小，应该
成为孩子最轻松、最幸福的时光。
小学都不放松，到中学就更没机会
放松了。正如篮球比赛时，教练会
让主力队员在一些不太重要的时段
下场休息。毕业年级是关键时刻，
孩子必须全力以赴，其他年级其实
可以让孩子稍微放松一点。基于这
种考虑，我在小学阶段没给孩子报
任何辅导班，只在三年级上了一个
舞蹈班，每周半小时，每天练习十
多分钟。

把放松和休息看成浪费时间，
是家长和老师常有的一种误解。机
器都需要休息，何况成长中孩子的
血肉之躯。放松是休养生息，休息
是积蓄能量。没有必要的调整，孩
子就容易疲劳、厌倦，关键时候就
可能缺乏爆发力和冲劲。

如果把眼光再放长远一点，小
学和中学后面还有大学，就算完成
所有学业，进入社会还要学习，终
身都要学习。过早透支孩子的学习
激情和兴趣，无异于杀鸡取卵。哪
怕高考考得再好，上的大学再有
名，如果失去了学习的欲望，孩子
一样要掉队。就像跑马拉松，前半
程冲得再猛，领先优势再大，如果
因此体力透支，后面根本跑不动，
前面的一切努力还是没有意义。相
反，哪怕读的大学不是那么理想，
但后劲十足，越学越好，甚至会后
来居上。

能不能摒弃完美主义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长很
容易成为完美主义者、功利主义
者，孩子不是门门满分、班级第一
就不满意。非进名校不可，进了名
校还得进重点班。为此很多家长每
天逼着孩子拼命学习，上各种辅导
班，他们坚信是为了孩子将来好，
因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家长心中所谓的好，无非就是
上好大学、读好专业、找好工作、
有高收入。其实，这是一个悖论。
学习不仅仅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学
习本身也是一种生活。学生时代是
人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这段生活
也需要幸福感。人生最大的意义是
寻求幸福，牺牲当下的幸福感，去
承诺不可知的美好未来，到底有多
大的合理性？我们希望孩子竭力追
求的成功就等同于幸福吗？

其实，幸福是一种能力，主要
关乎内心而不等同于外在的成功。
如果孩子在长达十几年的学校生活

中体会不到幸福感，就可能丧失幸
福的能力，再多的名和利也将失去
意义。最令人悲伤的是，有些孩子
忍受不了这样长期的痛苦，熬不到
那所谓的成功。前年 10 月，两个入
学不久的高一男生，仅仅因为成绩
达不到自己和家人的期望，就双双
从6层楼上跳下身亡。听到这个噩耗
的那天晚上，我站在昏暗的操场
上，泪水完全控制不住地流下⋯⋯
我体验到父母对子女那种无法言喻
的刻骨铭心的感情。

那两个花季少年的内心，当时
是怎样的绝望和无助，是什么使他
们不想品尝生命中无尽的苦辣酸
甜，他们宁愿一无所有地投向另一
个世界，是面临怎样的一种绝望！

能不能从微环境开始改变

能否把教育看成一种生长的过
程？就像对一棵树苗，我们给它浇
水、施肥、松土，然后把一切交给
时间，让它静静地、从容地生长。

十多年来，新课程改革以国家意

志强势推行，声势不可谓不大，一时真
有“来疑沧海尽成空”之感。现在伫足
四顾，但见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学生负
担越减越重，越来越成为中国教育不
能承受之痛。分数至上的考核体系，
最终往往演变为对学生时间和精力的
争夺战，学生不堪重负，教师压力巨
大，人人都有无力之感。

作为校长，我认为每个老师都要
思考能为学生减负做些什么。是随
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还是尽一己之
力、努力改变？课可不可以讲得更精
练一些、效率更高一些，有些练习、作
业可不可以在课堂上完成？尽管只
是从身边的微环境着手开始的改变，
也需要老师更深入地理解教育规律、
不断提高教学能力，需要对学生有深
沉的悲悯之心、热爱之情。

一直冲刺是跑不远的，让孩子
休息一会儿吧。正如鲁迅先生所
言：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
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红旗路小
学校长）

一直冲刺跑不远
吴健

前几天陪外孙女去体检，医生
问起孩子是否有过敏情况时，女儿
脱口答道：“没有。”我突然意识到
不对，应该是不知道孩子会对什么
过敏，因为她从来没有吃过药，也
没有打过疫苗以外的针。快上幼儿
园的宝宝没生过病，这事让在场的
人很吃惊，也引起了我的一些反
思。回想养育宝宝两年多的历程，
我们全家人共同经历的各种大惊小
险最终都化为有惊无险，因为共同
坚持了一个原则：稳住心、沉住
气、勤观察、多学习。

我的小外孙女是提前一个月早
产的，体重只有 2.5 千克，瘦瘦小小
的。出生 9 天黄疸还迟迟不退，在
医院照过蓝光之后仍然超标。孩子
接回家，我买了蓝光灯，也买了中
药，但是始终仅仅是备用。查询各
种资料后，我们认为可能是母乳性
黄疸，注意观察，不必用药。果
然，在正常的照料中孩子的黄疸一
天天退去，宝宝恢复了白白嫩嫩的

模样。
满月体检，宝宝的体重只长了

300 克，医生说体重长得太少，建
议加配方奶粉。我们观察孩子的表
现，对照婴儿发展曲线，觉得还没
到下限，可以再观察观察。后来一
直坚持纯母乳喂养到 6 个月，孩子
的体重逐步追上来，妈妈的奶量越
来越多，直到现在都没有断奶。

女儿生宝宝后，两个多月里曾
经有过 8 次突然高烧。第一次高烧
打起了冷战，我一时紧张叫来了救
护车。随行的医生告诉我们，这种
情况多半与乳腺炎有关系，再等等
看，神志没有不清就不必去医院，
再遇到类似情况自己开车去医院也
不会有问题。那一次，经医生短时
观察确认没有问题后，我们没有去
医院。

很感恩那个医生教给我们相关
知识，也给了我们“多观察，等一
等”的观念。后来女儿再发烧就采
取物理降温和自我疏通，再加上日

常注意及时排空等，至今没有发生
过乳腺炎等问题。

养育孩子不容易，令人揪心的
事情防不胜防。

宝宝刚刚 1 岁时，大人一不留
神，孩子把手伸进茶杯，烫伤了！
紧急冲凉处理后，还是起了水泡。
赶紧送医院，诊断为深 2 度烫伤。
治疗过程中我们仍然坚持勤于观
察、谨遵医嘱。治疗 3 周后终于去
掉纱布，烫伤部分蜕了一层皮。由
于治疗及时、专业，恢复良好，我
们心里踏实了很多。

但是没几天，宝宝肘部和腋下
起了两个鼓包，第二天开始发红。
孩子不发烧，照常玩儿，按捏一下
也没有很痛苦的表现，我们觉得可
能是长“热疖子”了，应该等一
等，观察一下再说。

几天后去医院检查，外科医生
无法判断，开了B超检查单；B超结
果还是无法判断，医生建议做穿刺
检查。这么小的孩子做穿刺，我们

舍不得。于是决定还是一边外用消
炎药膏，一边注意多喝开水败火、
多观察。应该说那个过程还是很揪
心、很漫长的。大约一周后，宝宝
肘部的鼓包逐渐软化消失，腋下的
鼓包开始发紫变软，再观察两天，
开始出了小白脓包。我小心翼翼地
用针筒的负压原理轻轻吸出了一些
脓血，涂消炎药，再观察几天，就
基本痊愈了。这一次的风波前后近3
周，靠着我们家的育儿三字经平稳
度过，终于等来了风平浪静。

现在，宝宝已经 28 个月了，能
说会道，跑跳自如，十分可爱。

每 个 孩 子 都 有 自 己 的 成 长 节
奏，家长要戒除焦虑、攀比、过高
期望这 3 个通病，要相信自己、相
信孩子、善于学习、勤于动脑。当
育儿的小船遇到风浪时，一定要稳
住，许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担心的
那么糟，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
一点耐心。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

稳住心 沉住气 勤观察 多学习

育儿三字经等来风平浪静
崔巍

5 岁男孩的 15 页简历刷爆了朋友圈，
引来各种批评指责。其实这份简历描述
的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如果你采访任何
一个家庭，询问父母以下的问题：你的孩
子看过多少书？你的孩子去过哪些城
市？你的孩子有哪些爱好？你的孩子性
格是什么样的⋯⋯把这些问答转变为一
份PPT，出一份有理有据、有数字、有图片
的简历并不难。

这孩子的简历有比较高的英语阅读
量、识字量和数学能力，但如果这正好是
孩子喜欢的、擅长的，有什么问题呢？在
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几乎找不到一个没
上过课外班的孩子，社会教育提供了幼儿
园缺乏而家庭认为重要的内容，只要符合
孩子科学的成长规律，孩子能接受、家长
经济条件能承受，有什么问题呢？

这份简历真正让人别扭的并不是里
面的内容，不是高级的 PPT 排版、清晰明
了的说明、数字化图片化的呈现，而是表
达方式。

如果说简历介绍的是自己的人生、学
习经历，那么这个“自己”当然应该是孩
子。但这份简历却从成年人的视角、用成
年人的表达方式来讲述一个孩子的经历，

这样的角度显然不是一个孩子的角度。
我很熟悉孩子，他们有的也看了很多

书、去过很多地方、业余生活也很丰富，但
是他们说起自己喜欢的事、擅长的特点，
肯定不是这样表达的。

这份简历是在迎合学校的要求，还是
表达了父母的想法？这样成年人替代孩
子的表达，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常态
吗？如果这个拥有众多本事的小男孩是
用自己的一幅画来讲自己的故事，我们还
会有那么多的排斥和反感吗？我们不满
的到底是孩子学习了这么多，还是家长用
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孩子 5 岁的人生？我
们心里涌起的是对别人的不满，还是对自
己的遗憾？

0—6 岁是人生很重要的成长阶段，
需要符合科学成长规律的学习，也需要尊
重孩子的心理能力和认知水平，给孩子自
由的空间，需要父母把握其中的分寸。在
开放的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焦虑不断
填满父母内心的时代，面对铺天盖地的各
种培训班、学习机会、线上线下活动，父母
要站在孩子成长需求的角度来做选择，分
清到底什么是孩子需要的、什么是父母需
要的，是我们做正确决定的关键。

（作者单位：上濒教育）

替孩子“表达”莫成为常态
兰海

看到种种被网友评价为“鸡血妈”的家庭
教育“开挂”行为，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研
究者，看到当下涌现出这么多对孩子教育如此
上心的父母，说句老实话，我会有发自内心的
喜悦与欣慰。因为，纵向来看，这是整个国民
素质与教育水平提高的体现，是父母教育观念
的进步，也是社会整体进步的表现。

父母不再把孩子的成长简单推责给学
校，而更重视孩子个性化的成长路径，更多的
父母主动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很多父母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
如阅读、旅行等，而不只是知识接受与应试能
力训练。很多家庭重视高质量的陪伴，重视
日常生活细节的有序组织与精细管理，努力
挖掘生活教育的强大功能⋯⋯这些好的做法
体现了家庭教育的进步，是可喜的。

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过犹不及的教育误
区与偏差。比如，父母在生活中重视细节管
理、重视精细有序的规划，无疑会给孩子带来
高效率的学习。但是对孩子成长而言，高效有
序成长的背后可能是对孩子成长主体性的伤
害。过分强调成人的规划管理，很容易忽视儿
童的自主性成长。孩子如果完全生活在父母
的“成功”设计与爱心“控制”下，好习惯的背后
是一切的按部就班。孩子很容易“爱”上父母
的单向教育提供，但父母稍不留神就容易忽视
孩子的意愿，剥夺孩子尝试与选择的机会。

孩子每个阶段的成长都有其侧重，过分拔
高和超前有违科学理性，会带来拔苗助长的隐
忧。如在幼儿阶段过分强调孩子的“符号知
识”学习，忽略孩子多感官体验与经验的丰富
与积累，不仅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不利，也不利
于孩子的感受性与自我掌控性的提升。

另外，讨论教育问题时我们不能只停留在
儿童心理层面，因为教育的功能不仅关乎儿童
个体的成长，还涉及社会的公平发展。美国政
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家庭组织是社会
达到公正机会平等的障碍，家庭环境的差别阻
碍了社会平等的发展。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源
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产生的儿童受
教育起点与结果的差异，很容易导致阶层的固
化。因此，在分析社会强势阶层教育“开挂”行
为时，我们也呼吁政府为大量社会资本不足的
家庭提供更多的扶持与教育援助，以保证儿童
教育的起点公平与社会公正。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儿
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育“开挂”过犹不及
殷飞

张墨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察右中旗东街小学三年级一班） 绘

微论坛微论坛

家教行动家教行动

数字，见证成绩，彰显实力

四川省武胜中心中学校的学生在全
国武术赛场上摘金夺银，还要缘于学校
创新的武术教育结出的累累硕果。2009
年学校首次参加四川省青少年武术散打
锦标赛，就一举获得第二名3人、第三
名 1 人、第五名 5 人，获得男子甲组团

体总成绩全省第六名的优秀战绩。
2010 年参加四川省第 11 届运动会

夺得银牌 1 枚、第四名 1 人、第六名 1
人、第八名 2 人；2011 年参加四川省
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获男子甲组金
牌 1 枚、铜牌 1 枚，男子乙组铜牌 2
枚、第五名 2 人；女子乙组获铜牌 1
枚 、 第 五 名 1 人 ， 团 体 获 乙 组 第 二
名。2014 年参加四川省运动会获得银

铜 奖 4 枚 ， 2015—2016 年 获 铜 牌 6
枚；2017 年获奖牌 4 枚。

近年来，累计获得各类奖牌 28
枚，金牌 3 枚、银牌 7 枚、铜牌 18 枚。
学校被授予“广安市田径项目学校、广
安市跆拳道传统项目示范学校、四川省
体育项目示范学校、全国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等荣誉称号，成为了一所农村教
育的品牌学校。

责任，铸就品牌，彰显特色

四川省武胜中心中学校在短短的
几年间，缘何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学
校的回答是：优越的办学条件、雄厚
的师资力量和一种责任与担当，成就
了这所农村中学。近年来，学校在抓
好基础文化课的同时，办起了音乐、
美术、武术等多个特长班，实施小班

化教学，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学
生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为了学生在武术方面学有所长，
学校以高度负责任的精神，放手让体
育教师担当重任，放手让非专业教师
担任武术教练，承担起武术特长班的
培训工作。在教学中，他们细心、耐
心地指导学生练习武术的一招一式，
每一个武术细节都严格要求标准、规
范，直到每一个学生都能掌握为止。

为铸就学校的品牌特色，学校不
拘一格选贤任能，聘请有经验的武术
教练为教师，培养出的武术学员曾多
次代表广安市参加四川省青少年武术
散打锦标赛夺得多枚奖牌。2011 年学
校参加全国职业武术赛事，两名学生
获得全国前 5 名的好成绩。

为实现创新发展，学校在财力十分
有限的情况下，为武术特长班创造条

件，购置了沙包、拳击手套、头盔等设
施设备，添置了体育设施，改建了武术
练习室。尤其是学校8名体育教师，创
造了农村中学武术教育的奇迹。

品质，成就未来，彰显人生

品质，成就未来，彰显人生，是
四川省武胜中心中学校的显著特色。
学校在加强武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
采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培养、锻炼、磨
砺出学生优异的心理品质，让其以积
极的姿态融入到现实生活之中，感悟
精彩人生，对未来大的发展充满希望。

如何培养出学生优异的品质，学
生们不畏艰难、敢于担当，在酷热和
严寒中进行武术训练，培养了吃苦耐
劳的精神。在练习中，通过进行个体对
抗赛，培养了学生敢打敢拼、敢于制胜

的精神；在学校定期举行的团体对抗演
练中，培养了学生们团队意识和合作精
神。就是这些健全的人格和心理品质，
使全体学生参加跆拳道、散打锦标赛、
职业武术联赛等各类武术赛事时，练就
了不畏艰险、竞争角逐、不为自己、集
体争光的本领，为未来的人生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用学校领导的话说，学校创新的武
术教育，张扬了个性、打出了水平，展
示了学生奋勇争先的闪光点。它不仅磨
砺出了每一名学生的心理品质，还让每
一名学生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有的学生
说，通过武术特长班的学习，点燃了自
己的希望之光。获得全国武术比赛优异
成绩的蒋强同学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到
国家体育院校深造，努力成为一名对国
家有所贡献的人⋯⋯
（郑四华 刘苍武 冯云明 黎建康）

强健体魄创特色 武术教育显声威
——四川省武胜中心中学校武术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四川省武胜中心中学校是一所普通农村中学。然而，就是这所名
不见经传的农村学校，却威名远播、享誉川内外，成为独树一帜的武
术教育的先进典型。学生蒋强、高松参加国家体育部门武术管理中心
和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第三届“WMA中国武术职业联赛”团体
赛，取得全国前5名的优异战绩。

作为一所普通农村中学，为什么能够培养出参加全国性武术赛事
的学生？让我们带着疑问走进武胜中心中学校，挖掘这所学校的成功
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