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张滢

电话：

０１０－82296593

投稿邮箱：

jybjiaoxue@vip.sina.com

2011

年

12

月

9

日 星期五

●

6

课程

KECHENG

日前，一位署名为“家有学童”的四

川妈妈给周刊邮箱发来邮件，抱怨刚上

一年级几个月的女儿学习太辛苦。 虽然

没有手写的作业，但是读语文、做口算、

背英语，还有老师布置的“亲子阅读”任

务，样样都要花时间。 “可怜的孩子对学

习生活适应很慢，几乎每晚都得磨蹭到

10

点半才能睡觉。 ”尤其是语文，孩子上

学前没学过拼音，预习新课文时几乎都

要妈妈在旁边陪读。 离期末只有一个多

月了，孩子的学习没什么起色，在班里

处于“垫底”位置。 妈妈非常懊恼，深为

自己没让孩子超前学习后悔。 到底要不

要从一年级就给孩子“加码”，请家教或

报课外补习班能不能解决问题？ 面对

孩子未来数年的学习生活， 她究竟该

怎么办？

实际上， 这位妈妈的焦灼和当下

许多小学生家长的忧虑不谋而合。 有

时， 在这些直指 “赢在起跑线” 的忧

思面前， 局外人 “无关痛痒” 的话语

或简单的安抚会变得很苍白 。 毕竟 ，

那事关一个个幼小生命的未来， 事关

一个个家庭的希望 ， 谁也无法替代 。

于是 ， 媒体 、 专家吆喝得急赤白脸 ，

“虎妈”、 “狼爸” 的言辞却依然甚嚣

尘上， 家长们陷入两难。 难道， 这真

是一个无解难题？

有时候，跳出教育看教育，才能看

得清楚明白。 而有时候，从教育本身的

规律出发，才能站得更稳、走得更踏实。

本期，就让身处僵持之中的我们换个角

度， 在资深的小学教育专家的带领下，

走进小学教育内部，为难题求解，为幸

福溯源。

———编者

一年级,怎样才能不如此焦虑

为儿童生活打上最美底色

■

李凤荣

多年前， 我教女儿学数数时 ， 有过

一件趣事。 女儿从

1

数到

9

， 停了下来。 我

赶紧引导她： “再往上数。” 女儿莫名其

妙地看看我， 转身向小板凳跑去， 然后

站在小板凳上， 一本正经地继续数

9

、

10

、

11

……

我被她的举动惊呆了 ， 但灵感告诉

我， 在她的世界里还没有抽象的 “往上”

的概念， 只有形象的高于平地的 “往上”

的动作。 因此， 我没有立即阻止， 只是

笑盈盈地看着她。

女儿上幼儿园时， 无论是自理能力，

还是智力发展都较同龄人好一些，这让我

产生了一些“非分之想”———提前上学。 但

我并没有盲目出击，而是事先考虑了女儿

上学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她的适应性。

想了几天之后 ， 我认为她上学的最

大困难在于 “坐不住”。 经询问老师和到

幼儿园实地观察后， 我感觉活泼爱动的

女儿现阶段最多只能保持

15

分钟的注意

力， 这恐怕要影响她的听课质量， 同时

也可能会挫伤她的自信心。 而习惯和自

信心 ， 又是人成长过程中终生受用的 。

最后， 我决定不让女儿提前上学。

虽然这些事已经过去近

20

年，但现在

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的预设和导引是非

常正确的。 同时，它们也时时提醒我，作为

教育者，要把握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并给

予正确的指导，才能让孩子少走弯路。

我们通常说， 小学教育是为人终身

幸福打底子的关键时刻。 那么， 在儿童

成长的这一关键时刻， 教育工作者和家

长又该为儿童的将来作哪些准备？

关键词

1

：快乐

方法———顺应儿童身心发展

（温馨小提示： 只有顺应儿童身

心发展的规律， 教师和家长才能免

去不应有的劳累与心烦气躁。）

每当听到老师 、 家长们倾述 ， 每天

如何辛苦陪读、 如何督促孩子完成作业，

并振振有词地说着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 时， 我真想对他们说： 对马拉松

般的人生路程来说， 起跑线上那几秒的

抢跑又能有何用？

记得著名儿童心理学家 、 美国耶鲁

大学教授格塞尔， 曾作过一个孪生子爬

楼梯的实验。

实验中， 孪生子之一从出生后的第

48

周起， 家长每天都要对他进行

10

分钟的爬

楼梯训练。 直到第

52

周， 他能熟练地爬上

5

级楼梯。 另一个孪生子从第

53

周开始接

受同样的训练。 两周以后， 两个孩子都

可以自己爬到楼梯顶端。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儿童的身心发展

主要是一个自然成熟的过程。 在其身心发

育完成之后，才会产生该年龄段学习的主

动性，而主动性是有效学习的前提。

教育只能促进儿童成长 ， 不能改变

儿童成长的进程。 因此， 在儿童成长进

程没有完成之前， 任何人对儿童施加的

任何学习与训练都是无效的， 甚至有时

还会事与愿违。

身为小学教育工作者，我们在对儿童

进行教育时，首要任务不是施加学习与训

练，而是了解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并顺

应这一规律为儿童提供适时的活动、学习

与训练。 不要提前给予，不要过度付出，更

不要把成人的思维强加在孩子身上，对其

横加干涉。 只有这样，儿童才能在该玩耍

的时候玩耍，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掌握

知识与能力的时候自然也就会愉快地掌

握。 即使儿童不能全面掌握所学知识，也

没有必要指责与强加。

关键词

2

：适应

方法———提供丰富多彩活动

（温馨小提示： 教师、 家长的当

务之急， 是开发好儿童适应学校生

活、 社会生活的活动。）

当孩子离开家庭走进幼儿园 ， 走向

集体生活时， 他已经向社会迈出了第一

步； 当孩子进入小学走向更加复杂多变

的生活环境时， 他又向社会迈出了重要

的一步。 待他们走出中学、 大学后， 就

可能完全走向了社会。 怎样帮助孩子更

好地适应社会， 是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必须承担的一项责任。

教育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培养看得见

的知识与技能， 绝不仅仅是学生学业成

绩的提高，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适应

多姿多彩的生活。 孩子进入小学， 学习

方式从 “游戏中学习” 转变为 “班级授

课学习 ”， 无论在心理 、 体力 、 生活习

惯、 活动范围还是人际交往方式上， 都

会有种种不适应。 因此， 孩子进入小学

后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 而是适应。

为了让儿童适应小学生活 ， 并逐步

适应社会， 教师、 家长应结合学校、 家

庭、 社区、 社会等现实状况， 为儿童提

供丰富多彩的活动， 开阔更广阔的体验

活动空间。 比如， 当 “值日班长”、 参加

“竞选 ” 、 说说 “你最佩服 （讨厌 ） 的

人 ” 、 夸夸 “我的同学 ” 、 谈谈 “心里

话”、 当 “一天家”、 做 “爱心小使者”、

坚持 “我的事情我来做”， 等等。 让儿童

在活动中学会倾听、 理解、 欣赏、 关爱

他人， 学会与人相处， 提高社会交往能

力， 学会自减压力、 抗拒挫折， 提升幸

福指数， 学会在自主生活的同时服务他

人、 服务社会。

关键词

3

：健康

方法———养成各种良好习惯

（温馨小提示： 习惯不仅指学习

习惯， 还包括行为习惯、 作息习惯、

清洁习惯和坚持运动的习惯等。）

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说 ： 给孩子一个

什么样的教育， 就意味着给孩子一个什

么样的生活。 当一些家长、 教师以分数

为中心对儿童进行教育时， 我们常常看

到小学生由于大量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

户外运动不足、 阳光照射不足、 睡眠不

足， 导致近视、 骨折、 颈椎病、 心血管

病、 神经性疾病等频频发生； 我们还观

察到有些儿童刚刚进入学校就产生厌学

情绪……不敢想象， 这样的孩子一旦走

进社会， 面对繁重的工作， 身心将何以

堪？

面对这样沉重的问题 ， 我们不能不

再次深层次思考小学教育的本质： 那就

是 “奠基”， 是习惯、 兴趣、 爱好的养成

教育。

在儿童时代养成的好习惯 ， 可以牢

固地保持一辈子； 相反， 儿童时代养成

的不良习惯， 不但到了中学和大学很难

纠正， 而且还可能给生活带来很多麻烦，

甚至造成终身的痛苦。 比如， 儿童一入

学， 教师和家长就要帮助他们培养正确

的书写姿势， 即头正、 肩平、 身直、 足

安 ， 并做到 “三个一 ” ———手离笔尖一

寸、 胸离书桌一拳、 眼离书本一尺。 如

果教师和家长单纯追求分数， 忽略了养

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儿童头不正、 肩不

平， 眼就会越来离书本越近， 久而久之，

颈椎病、 近视眼等便随之而来； 身不直、

足不安， 胸脯自然就会离书桌越来越近，

甚至靠在书桌上， 久而久之， 脊柱变形、

胸椎腰椎等疾病便接踵而至。 如果教师

和家长联手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写字习

惯， 长此以往， 儿童不仅字写得好、 写

得快， 而且终身都会远离由于书写姿势

不正确导致的各种疾病折磨， 为享受健

康人生奠定基础。

因此， 在小学阶段 ， 我们不仅要让

学生学到知识、 发展智力， 还要帮助他

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为他们的终身幸福

生活打上健康的底色。

快乐 、 适应 、 健康 ， 是人生和谐 、

美丽画面的重要底色。 我们要以儿童身

心发展的规律和我们对未来、 世界的前

瞻性判断作为依据， 去综合设计小学阶

段的教育内容与方式， 将学校与家庭的

教育理念统一于 “奠基” 之中， 家校联

手， 共同擎起儿童幸福生活的明天。

（作者为大连教育学院小学教师教育

中心主任）

大家都只有一个孩子，说是慢

慢来，可都怕输，都输不起，结果

可能就真的输了———

赢在起跑线上的

过剩危机

■

俞正强

我校有一位从高中调来的女老师。 刚来

时， 为了顺利过渡， 学校安排她从四年级接

班。 上学期，她带的第一批小学生毕业。 这学

期，学校又安排她从一年级带起。

前几天，她在班主任工作会议上，向同事

们宣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一年级的小朋友

特别喜欢做作业， 不让做作业就是对他们的

最大惩罚！

看着她惊奇兴奋的样子，我插了一句：“一

年级小朋友不仅喜欢做作业，还喜欢考试呢。 ”

像水的源头总是清新纯净一般， 这位老

师的经历很特殊， 她从高中到小学高年级再

到一年级，就有一种溯水而上的感觉。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将它作为一个模型，

来谈谈关于“赢在起跑线”这一理念下隐伏的

教育危机。

我有个学生， 他的父亲很重视孩子的学

习。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每天都陪着孩

子预习数学。 父亲的想法很理想：先学一遍，

有问题、有困难上课就会用心听。这样，重点、

难点就比别人多听一遍，听课更有效率，而且

还美其名曰———“带着问题去上课”。

结果， 这个学生在课堂上总是迫不及待

地说出他知道的结果，以显示他比别人优秀，

而且还经常自以为早就学会了， 便带着不屑

的神情做别的事情。

实际上， 这位父亲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

错误。 他把成人的学习方式变成了儿童的学

习方式。 带着问题去上课，成人可以，儿童不

可以。 儿童需要的是新奇，是对结果的未知。

他们一旦知道结果，就会对过程失去兴趣。同

时，这种倾向越在年幼时表现得越明显。

在小学里，我作为数学老师，是不鼓励学

生预习的。当然，更不喜欢学生课内课外反复

练习。 这和“伤仲永”故事的道理相似。

当前，在学校领域，教育过剩主要表现为

两种形式：一种过剩是相对于学生的接受能力

而言。 比如在某个年龄段，单位时间内学生的

接受量为

2

， 而外界在相同时间内给予的量是

5

。 一两天不要紧，一年半载下来，一定会形成

教育过剩。另一种过剩是相对于某一知识内容

而言。 比如某些知识，学生适宜的接受次数为

2

， 而外界却在不同时间内将接受次数确定为

5

。一两个知识点不要紧，但如果许多个知识点

的学习都是这种情况， 也一定会形成教育过

剩。

商品过剩会导致经济危机， 教育过剩则

会导致学习危机。 学生对过剩的直接反应是

退缩、回避、讨厌、排斥等。即使成绩好的学生

也同样存在出现学习危机的可能性。

那么，谁又该为教育过剩负责？ 以“赢在

起跑线上” 为指导思想的家长和教师难辞其

咎。 如果一位学生同时碰到这样的家长和老

师，发生教育过剩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在学生身上， 严重的教育过剩通常有如

下具体表现：学习或做作业时“小动作”特别

多，一会儿笔写不出字，一会儿上厕所，不一

而足；做作业特别慢，甚至不愿意写字，有时

并不是不会做，而是不想做；踢书包、拖书包，

表现萎靡； 以搪塞或骗的方式拒绝学习……

不同的学生，根据其不同性格会有不同表现。

面对这些表现，家长往往不知所措，最后无奈

放弃，还以为自己已经尽心了、问心无愧了。

在平时的生活中， 经常有认识的朋友问

我，该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学习班。可一番建

议过后，基本上又没有人会听我的意见。因为

大家都只有一个孩子， 说是慢慢来， 可都怕

输，都输不起，结果可能就真的输了。

现在有一些培训机构，抓住了家长“赢在

起跑线”的心理，也有一些学校在暗暗迎合这

种心态，大搞提前教育、强化训练。 表面上的

轰轰烈烈，往往隐含着学生学习能力的透支。

面对这样的大环境， 最优的对策是让孩

子保持“适度饥饿”，让他们有寻找食物的冲

动。 家长千万不要急，孩子天生是个学习体，

要相信他们。 对于学生，我有两条建议：

一是学校课堂上要学的内容， 尽量等到

上课再学。首先，课堂上的学习具有系统性和

完整性，这是课外学习机构欠缺的。 其次，保

持学生对知识的新鲜感， 使他第一次学习就

是成功的。二是学校课堂上无法学习的技能，

比如钢琴、小提琴等，比较适宜在校外培训中

系统学习。

教育没有确定模式， 赢也一定是赢在终

点线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作者为浙江省金华市站前小学校长 ，

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让童年成为幸福起源

■

贺清文

一个人的童年有多长？ 有人说， 幼儿园

毕业那天， 童年就结束了。

一个人的快乐有多少？ 有人说， 小学毕

业那天， 童年就消失了。

这些话看似偏颇， 但听听 “不能让学生

输在起跑线上” 等所谓 “新理念”， 看看小

学校园周边似雨后春笋般的校外培训机构，

望望周六周日背着书包四处奔波的学生———

我们得承认， 这是事实。

作为学校管理者， 我一直在思考， 要让

小学生拥有童年的快乐， 学校能做些什么？

多年的实践和摸索告诉我， 学校和教师有责

任， 更有施展的空间。

“老师，动物园里能不能不打狗熊啊”

从小播洒真善美的种子

今年春游，我校师生游览了动物园。动物

表演时，狗熊迟迟不肯走钢丝，训练员拿起鞭

子，狠狠抽打狗熊。 狗熊躲闪不过，只能任由

鞭子抽打。看到这一幕，坐在前排的低年级学

生大叫起来：“老师， 动物园里能不能不打狗

熊啊！ ”“狗熊多疼啊！ ”望着学生们义愤填膺

的样子，我的心里倍感安慰，这正是至真、至

善、至美、至爱的教育的外在表现。

为了让学生的天性保持并得到发展， 我

们在全校分三个层次进行教育： 低年级， 珍

视学生的善良本性， 给予肯定和鼓励， 帮助

他们初步分辨真假、 善恶和美丑； 中年级，

帮助学生正确分辨真假、 善恶和美丑， 并用

言行恰当表达自己的看法； 高年级， 鼓励学

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真假、 善恶和美丑的

态度， 力所能及地践行真善美。 春游结束

后， 五六年级的学生写给动物园的建议书多

达上百份， 表达了他们真诚而美好的愿望。

我们还从太阳的七彩颜色中汲取灵感，

在学校实施真情德育之 “七色计划”， 即：

赤色———革命传统教育、 橙色———网络安全

与生命教育 、 黄色———热爱劳动教育 、绿

色———科技环保教育、 青色———感恩与礼仪

教育、蓝色———理想教育、紫色———行为习惯

与安全教育。每个德育色块以“活动”为载体，

以“体验”为主线，赋予了七种颜色不同的内

涵和意义， 具体内容涵盖 《小学德育纲要》

和 《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的要求。

“七色计划” 让学生置身丰富多彩的活

动中， 家长津津称道， 学生更是乐此不疲。

如今， “成长比成绩更重要” 已成为广大家

长的共识。 在活动中体验， 活动中感知， 学

生切身感受到鲜活的世间乐趣， 在愉悦的氛

围中受到教育， 获得真正的精神关怀， 搭建

起了心灵成长的精神大厦。

“让我再来试试吧”

让教学变成一种探究

一年级数学课上，学生正在尝试从“

8+1

”

到“

8+9

”的运算方法。 七嘴八舌之后，各小组

向全班汇报算法：“前两个算式可以直接加，我

用的是接着往下数的方法。”“我用凑十法算中

间的算式，拆小数合大数，凑十后再相加。 ”

“那 ‘

8+8

’ 和 ‘

8+9

’ 怎么算呢？” 老

师开始质疑。 显然， 这超出了学生已经掌握

的方法。 老师接着启发： “刚才大家说的

‘凑十法’ 很好， 能不能就用这个方法再试

试？” “让我再来试试吧！” 学生们又开始了

新一轮尝试和探究。

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不同学科的课

堂上演。仔细想想，课堂面貌的改变其实来之

不易。 长期以来， 在经历了 “课内损失课外

补”、“校内损失校外补” 的惨痛教训之后，我

带领老师们确定了“教服务学”的教学基本理

念。 一切教都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 以学论

教，因学定教。 一段时间后，课堂开始有变化

了，学生们动起来了，发言此起彼伏。 动起来

的课堂让我们非常欣喜，但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 ， 我们推进了真实课堂 “

112

”

工程， 即规定每一节课都应有自主学习、 师

生互动交流、 作业训练与反馈时间， 让学生

回到学习的主体地位上来。

“

112

” 工程顺利推进的同时， 又带来了

新的研究课题： 如何更快地提升教师的专业

水平， 更好地进行点拨启发， 如何让学生更

有效地利用时间？ 我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

式， 一方面是 “请进来” 与 “走出去” 相结

合， 引进省内外知名教育教学专家到校为全

体教师作专家讲坛或课堂教学展示， 开阔视

野， 同时不断派送老师到全国各地参加不同

形式的教学教研活动。 另一方面， 我从校内

资源的挖掘入手， 开始了

4

年不动摇的 “听

常规” 系列活动， “听常规， 找特色” 重在

发现和擦亮教师个人的教学特色 ； “听常

规， 探规律” 重在探寻学科教学或主题教学

的规律； “听常规， 促高效” 重在寻求课堂

教学中省时高效的家常式教与学方式方法。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活动， 形成了一系列在常

规教学中行之有效乃至高效的好方法， 也让

学生在无形中受益。

“集体活动， 一个也不能少”

快乐要大家一齐分享

简单而快乐的游戏童年，恰恰与人类本应

顺应的自然法则相吻合。基于这种对童年的认

识，我在设计和组织全校活动时，坚持大型集

体活动，全校学生全员参加，一个也不能少。

九月的校园弥漫着诗歌朗诵的浓郁氛

围， 背歌词、 练队形、 配音乐、 选服装， 忙

得不亦乐乎。 三年一班的小桐太胖了， 老师

特意为他租了套衣服， 小桐不好意思地说：

“我要减肥了， 要不又让老师花钱了。”

十至十二月里， 每周二下午是学生最快

乐的时光。 全校以班为单位在室外进行活

动， 年级趣味比赛有拔河比赛、 倒走接力，

怎么好玩怎么来。 比赛者全力以赴， 观赛者

呐喊助威， 校园沸腾而快乐。

十二月的迎新活动， 每个学生都会以不

同的方式迎接新年并送出祝福。 满室的剪纸

作品上不仅有每个作者的大名， 还有他们最

想说的一句话； 书法特色班的学生们用课余

时间为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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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班都送上了一幅他们亲笔书

写的春联……

五月是学生们最爱的季节。 因为一年一

度的趣味运动会要开始了。 那是快乐的狂

欢。 听听项目的名字， 学生就跃跃欲试了：

脚丫夹沙包、 端乒乓球竞走、 抱球接力、 鲤

鱼过龙门、 同舟共渡， 等等。 怎样才能保证

学生人人参加呢？ 我们创造性地开发了许多

集体项目， 堆盒子比赛每班

10

人， 比的是哪

个班堆得高； 拼盒子一次也要

5

人才行， 比

的是哪个班时间用得最少； 抱球接力比的是

速度， 还有合作精神。

长大不容易， 成长有规律。 童年之于人

的一生， 是宝贵的， 因为一生只有一次。 要

让童年成为幸福的起源， 就要给学生成长的

时间和空间，

在活动中体验、 在探究中获得、 在快乐

中长大， 相信学生成人后会由衷地感激带给

他们快乐成长的学校和老师， 因为拥有一份

美好的童年记忆， 真好！

（作者为湖北省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校

长， 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老师不是一出生就是老师， 老师也上过小学， 看看老师怎样看待自己的小学一年级———

我的烂漫一年级生活

■

吴向东

我的小学一年级，是

26

年前在武汉郊

区一个生产大队破旧的土砖房里度过的。

开学那段时间， 由于课本迟迟不到，

老师就在破旧的黑板上板书毛主席诗词，

让我们反复背诵。

“鲲鹏展翅 ， 九万里 ， 翻动扶摇羊

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即便老师讲了一遍又一遍， 我那幼稚的

小脑袋始终理解不了： 为什么会把旋风

叫做 “扶摇” 和 “羊角” 呢？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这是最

让我和同学们兴奋的一句话。 土豆烧牛

肉， 这是何等的美味？ 村里的牛是干农

活的宝， 是绝对不允许杀了吃的。 在那

个偶尔闻到一次猪肉香都会觉得幸福的

年代， 吃牛肉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一段学习生活很有意思，比后来学

习拼音“

a

、

o

、

e

”和写字要好玩多了。 即使

没学拼音，我也认识了不少字，比如笔画

少的“九、万、天、下、人”，还有笔画最多的

“鲲、鹏、翻”等。 实际上，看得多了， 这些

字也就自然会读会认了。

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个笔画很多的

字向父亲炫耀，还告诉他这个复杂的字是

由哪些简单的字构成的，得到了父亲的大

力赞赏。 从此，我便热衷于拆解笔画繁多

的字。 比如“赢”字，是由“亡、口、月、贝、

凡”构成的。 这么复杂的字，我一下子就可

以写出来。由此，我好像找到了学习汉字的方

法。再后来，我学会了不少字谜，通过拆字谜，

对识字写字始终保持着兴趣。

再后来， 父亲给我买了一些黑白线条绘

制的小人书。书里，画面的下方往往写着一两

行简单的文字。我先是看图，不懂的字就去问

父母。父母不在时，还会向眼已几近全盲的爷

爷解说字的构成，看爷爷能不能告诉我。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又开始听广播中的

评书，比如《三国演义》、《岳飞传》等，对其中

的英雄故事入迷甚深。

我父亲当时在市里做教师， 他从图书馆

借回了繁体版的《三国演义》，我借助拆字的

本领，尝试用形声字的方法连蒙带猜地阅读。

平时父亲不在家， 母亲要参加生产队的

农活， 很辛苦， 但每当我有猜不准的字去问

母亲时， 母亲都很耐心地回答我。 有空时，

母亲还时常教我一些字， 告诉我这些字的含

义， 恬静地看着我一点点成长。

印象很深的一次 ， 是我捧着 《三国演

义》 在池塘边看， 一位路过的叔叔惊讶地

问： “这么小就看三国演义， 看得懂吗？”

我自豪地说 ： “看得懂 ！ ” 叔叔很羡慕 ：

“也难怪， 你妈妈读过高中， 她和你爸爸都

可以教你 。” 我的自豪劲一下子被激了起

来， 简直都快把胸撑满了。

好多类似的快乐经历，都给我留下了深

刻印象，并影响着我的兴趣和人格的形成。

当下， 随着社会的发展， 竞争与生存

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受其裹挟， 一些增

加学生负担的教育行为越来越让人不知所

措。 在各大媒体平台上， 牢骚、 抱怨也是

有增无减。 但是， 牢骚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今，年轻父母和年轻教师们的思想越

来越开放，越来越懂得孩子的内心，了解并

尊重孩子的兴趣。 那么，为什么不能发挥所

长，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像我的父母那样，

陪着孩子一起度过天真烂漫的童年，共享克

服“难关”的乐趣呢？ 要知道，我们现在拥有

的条件，可比

26

年前好太多了呀。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科学特

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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