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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不少的家长对“起跑线”的认

识存在误区。要让孩子不输在“起

跑线”上，不是为孩子报各种培训

班，让孩子超前学习，也不是花重

金择校，而是要树立科学的养育

观。

家长要了解孩子的个性和内

心世界。只有清楚孩子的思维、兴

趣、爱好、禀赋、技能等才谈得上教

育，而不是凭家长的喜好憎恶或者

某些需求去为孩子定制一个自己

臆想的人生。切忌将教育等同于

某些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诚然，学

业是孩子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仅此是不够的，还要注重培养学习

态度、学习方法和行为习惯等与学

习相关的基本素养，以及热爱生

活，融入社会、亲近自然，诚实善

良，责任担当等健全人格的品质。

家长要做好孩子的生活导师，

要关心孩子的心理、思想，还要尊

重孩子，耐心真诚地与孩子沟通，

教给他们生活的常识和经验，培养

他们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本领。

家长还要成为孩子人格的榜样，要

想孩子有，自己先拥有；要让孩子

喜欢学习，自己应常读书。如果家

长跟孩子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追求，那么你通往孩子心灵的通道

就会被堵住，要永葆童心，才能理

解孩子的精神世界。

孩子的成长和成才有自身的

内在逻辑，不是单纯依靠抓先机、

抢赛道就能成功。春天虽美丽，花

草各芬芳，家长要理性接受孩子成

长的结果，切不可盲目攀比，或以

学业成绩优劣来作为唯一评判。

培养孩子健全的体魄和心智、正确

的价值观、良好的人际关系、独立

的思想和生存能力、高尚品德和情

操，深度热爱和融入社会等才是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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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赢在让孩子赢在正确的正确的““起跑线起跑线””
长期以来，很多家长把“起跑线”看得尤其重要，以至于知识“抢跑”呈燎原

之势。很多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家长揠苗助长式地将孩子的幼儿教育

小学化、小学教育中学化，通过不同的途径对孩子进行着超前的知识灌输与技

能训练，以期缓解焦虑的情绪。

然而，没有一场马拉松是赢在起点的，什么才是孩子真正的“起跑线”？家

长们又该如何对孩子的教育进行合理的规划？省级名师们为您支招。

说起“起跑线”，很多人会不由

自主地想到超前学习，想到各种补

习班、兴趣班，希望借助各种外在

的力量帮助孩子起跑时具有快出

几秒的优势。这固然有助于孩子

快速起跑，但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决定孩子能否顺利完成或跑赢这

场马拉松的因素除了爆发力，更需

要体力和耐力。而良好的性格和

优秀的学习品质才是人生马拉松

的好体力和强耐力。

我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是

个并不算聪明的人，但在那个上大

学还比较难的年代，我顺利考上了

大学。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有两件

事让我难忘。其中一件发生在我

读小学一年级时。那天，我蹲在农

村老家厨房里，一边烧着柴火，一

边和妈妈探讨一道数学思考题

——如何用刀切 3 次将一块正方

形的蛋糕平均分成 8 份。妈妈一

边炒菜，一边和我一起想，红红的

火光照亮了昏暗的厨房，也照亮了

我对数学的爱好和信心。我和妈

妈一起蹲在灶台边，拿着木棍不断

尝试着各种切法，终于我率先想出

了方法。“我比妈妈还厉害！”这是

我当时的想法，对于当时数学才考

45 分的我来说，这是一种多大的

鼓励啊。从此，我坚信我可以学好

数学。这是我人生的起跑线，它叫

迎难而上的坚持。因为有了妈妈

的陪伴，我有了思考的乐趣；因为

有了妈妈的示弱，我第一次体验到

坚持努力的成就感。

另一件事是妈妈给我讲的故

事。妈妈常给我讲身边人的故事，

比如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某个

哥哥得到好吃的，总是带回去跟家

人分享。同时，妈妈也身体力行践

行这些好的品质。我想，这也是人

生起跑线的组成要素，它叫分享。

孩子的“起跑线”在哪里？在

父母处。你的阅历、情感投入、教

育方法等将串成孩子人生的起跑

线。人生的这场马拉松，我们希望

孩子既要跑起来，也要有足够的能

量跑下去。

所谓“起跑线”，就是把人生比作

跑步，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人生是万

米长跑，真不必“抢道”。教育者可以

“慢一点”，用宽广的胸怀、智慧的引

导让孩子从容地成长，成为可持续发

展的人。

我班一个姓陈的女孩，性格特别

“拧”，有些叛逆。初一刚开学时，她要

求参加篮球队，我欣然答应，结果她篮

球打得很差，参加比赛，一球未进；艺术

节，她想参加英语剧，并要求当主角，英

语老师让她试了，她演得很不好，英语

老师便要换掉她，我极力劝阻英语老师

说：“得不得奖和一个孩子的成长相比，

谁重要？”结果她以拙劣的表演结束；她

要主持班级活动，我又让她参与了，最

后，也没有好的效果。初二的后期，她

依然成绩平平，我行我素。于是我找到

她，问她：“你想过将来做什么吗？”她

说：“不知道。”我又问：“你有什么特长

吗？”她想了想说：“体育不行，艺术不

行，口才也一般，没啥特长。”我说：“我

知道你最大的特长是什么吗？”她疑惑

地望着我，我笑着说：“你在成长过程中

试错，否定自己也应该找到自己的优

点。”后来她正确定位，发挥“拧”的性格

特点，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我们常常满怀期待和善意，将自己

经历过的成功的经验或者失败的教训

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的孩子，怕孩子走

弯路，其实那哪里是弯路啊，分明就是

孩子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请将孩子试

错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还给孩子，因

为，自觉地成长才是最好的成长。当

然，让孩子试错并不是放任，家长还需

把握好度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如何防止南辕北

辙，真正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关键是家长要有一个适合孩

子的培养定位。

绝大多数孩子长大后都将成

为“普通人”。所谓的“普通人”就

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

在平凡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

为社会作出应有贡献的大众中的

一分子。而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

给孩子报的学习兴趣班的数量和

学习的强度，仿佛都是要让孩子成

为顶尖人才。定位的不清晰导致

了家长们培养孩子思路上的盲

目。学习上的“高压”，超负荷的强

度，致使一些孩子变得浮躁甚至抑

郁，这值得家长们警醒。

教育要尊重孩子的实际水

平，在孩子尚未成熟之前要耐心

地等待，不要违背孩子发展的自

然规律，否则将会欲速而不达。

那些一马当先的领跑者，未

必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恰当地给

予孩子相应程度的早期教育无可

厚非，但不顾孩子身心发展的特

点和规律，盲目地强加于孩子不

切实际的早期教育，让孩子小小

年纪便失去了自由生长发展的空

间，牺牲活动、休息时间，是对

孩子身心发展的摧残和知趣之花

的泯灭。

一个人的成长会受到许许多

多因素的影响，如先天遗传、家庭

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而成长的过程

又是一个长跑、慢跑的过程，急不

得，松不得、懒不得。为此，我们要

有培养“普通人”的教育理念，要有

培养“只想做那个坐在路边鼓掌的

人”的心态，也要有静候花开的勇

气。

接受普通，是成长的正确“起跑线”
四川省中小学教书育人名师 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陈娅

家长带孩子“抢跑”原因大致有三：

焦虑、虚荣和从众心理。其实，无论什

么样的“鸟儿”，他们都会飞、能飞，已经

具备了飞行所必须的身体条件和智力

因素。你的孩子还是雏鸟，体格与心智

还未达到抢飞的标准，强行叫他们飞

行，会对他们的身体、心理造成伤害，甚

至会在强飞途中坠落。过于超前的教

育会让孩子过早地形成思维定势，失去

人最为宝贵的创造力、想象力与辨析能

力的最佳培养时机。

幼儿和小学阶段是培养孩子良好

习惯的最关键时期，所以，在幼小阶段

最应“抢跑”的不是知识和技能，而是习

惯培养。

在这个阶段，家长要注重培养孩

子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与思维习

惯，通过言传身教对孩子的自我管理

能力、整理能力与思维能力进行训练

和培养。

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要

关注孩子有意识、有目的地对自己的思

想行为进行转化控制的能力，要让孩子

认识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明白自我约

束的重要性，要求孩子自己的事自己

做，无论何时何地，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规矩意识和自控意识。

有理、有序整理有利于孩子分

类、归纳等能力的渐进形成，是高

质 量 学 习 的 重 要 保 障 。 日 常 生 活

中，家长应做好指导，让孩子按照

要 求 整 理 好 自 己 的 生 活 、 学 习 用

品，对孩子的整理成果，家长一定

要经常地直接表达出欣赏与赞许，

指出不足与改进方法。

超前的知识技能灌输容易让人的

思维固化，而游戏、绘本阅读、科学小实

验、具有逻辑性的谈话等方式对孩子想

象力、创造力与理性思维发展会有积极

的促进作用。

“抢跑”，应该“抢”的是在孩子不失

童年快乐的前提下，培养良好的习惯与

思维方法。在“跑”的过程中要注重过

程，多经历、多体验，保护孩子的学习兴

趣。

人生长河中，任何一个阶段的输赢

都不能代表整个人生，某方面的成就也

不能代表所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最

终的胜利者。要成功地跑完人生的马

拉松就得有充足的能量储备，还要终身

学习来提升造血机能。

一位年轻教师与我交流，说他的孩

子从幼儿园小班到大班什么知识都没

学到，字识不得几个，数算不了几道，每

天就是唱歌跳舞、认识虫甲蚂蚁、做家

务劳动、培养行为习惯等，上小学时跟

不上老师的节奏，成了学困生，与大人

辩论问题倒是厉害。我沉思了片刻回

答他：“你的孩子在幼儿园的学习是正

常的，而小学的教育有问题，孩子一时

未适应有问题的教育。”我给他讲了一

位名师的故事。这位名师没上过幼儿

园，小学是在本村上的，每天上半天课，

下午就放鹅、管鸭、打猪草，起点比同龄

人差了一大截，但他童年时期的艰苦环

境练就了他吃苦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和

坚忍不拔的意志，他通过后天的努力成

为了省级名师，超过了“起跑线”上赢过

他的好多同学。

我邻居家有一个男孩，两岁多时家

长就带去学习舞蹈、跆拳道、英语、绘

画、珠心算等，孩子每天出了幼儿园就

进培训班，到头来却什么都没学好。我

问这个男孩学习愉快吗，他说一点都不

好玩，连学都不想上了。请问，争抢这

种“起跑线”能赢吗？

孩子如树苗，小苗子生命力脆弱，

需要园丁细心呵护，慢慢浇水施肥、慢

慢雨露滋润、慢慢光合作用才能长成参

天大树，你不问时节、不顾株龄，急于求

成地猛施狂灌，树苗就会被烧根涝死。

所以，家长们需要慢耕细作，需要根据

孩子的个体差异，从孩子的智能开发、

行为习惯、规矩意识、文化艺术、体质锻

炼、意志磨炼、道德培育等方面循序渐

进地培养，这些综合素质的获得才是孩

子人生长跑用不完的能量。

孩子的“起跑线”在父母处
四川省中小学教书育人名师 成都市新都区第一幼儿园 杨小芳

给孩子试错的权利
四川省中小学教书育人名师 绵阳市沙汀实验中学 张洪全

“抢跑”，请“抢”习惯培养
四川省中小学教书育人名师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 吴逢高

“赢在起跑线上”是太多家长的梦

想，因为梦想驱动，家长们对孩子的各

种开发、各种抢跑投入了极大热情。“赢

在起跑线”究竟靠不靠谱？“起跑线”这

个概念对于教育，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想清楚——人

生是不是赛跑。

如果人生就是一场跑步比赛，那起

跑线是存在的。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

题：起跑线界定在哪里比较合适？是出

生之前，还是呱呱坠地之时？又或者是

幼儿园？抑或是小学？不同的定位，关

系到家长让孩子抢跑的时间和方式。

我们再想远一点，既然有“起跑

线”，那有没有“终点线”呢？“终点

线”又在哪儿呢？或者说，教育的终

极目标是什么？是高学历、高收入

吗？让孩子“成才”不是应该建立在

“成人”的基础上吗？教育的终极目标

如果不是指向幸福，教育如果不是为

了培养一个幸福而完整的人，那肯定

是让人失望的。

因此，人生哪怕是赛跑，那也肯定

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长跑。既然是长

跑，何时出发、一时的落后好像也没有

那么关键了，关注生命过程的体验才是

重点。

如果人生不是一次赛跑，而是一次

旅行，我们更加需要忽略“起跑线”，回

归教育的初心和原点，更多地关注到

“人”。当我们的眼睛不再盯着“起跑

线”，打破固有的认知，我们会发现教育

处处是风景，人生时时有惊喜。

理性看待孩子的成长
四川省中小学教书育人名师 隆昌市第二中学 李国容

人生的长跑需要充足的能量储备
四川省中小学教书育人名师 合江县先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张一昌

四川省中小学教书育人名师 成都市新都区谕亭小学 李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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