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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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二十幼

萌娃向医护人员
献上特别花束

本报讯（祝君倩 记者

胡敏 摄影报道）近日，成都

市第二十幼儿园里一片欢

声笑语。园内一亩见方的

“欢乐田园”进入收获季，

小朋友们端起筲箕，欢快

地采摘豇豆、茄子、青椒等

新鲜瓜果。这是今年复课

以来该园的第一个德育活

动——“蔬果有情，感恩有

您”蔬菜采摘活动，孩子

们用新鲜采摘的瓜果，做

成特别的花束，献给四川

省妇幼保健院 6 位医护人

员。

一大早，萌娃们就在

田间地头忙活起来，采摘

的新鲜瓜果在筲箕里堆成

了小山，看起来就很有食

欲。怎样让瓜果又好吃又

好看？师生们决定用漂亮

的纸张将瓜果包裹成花

束。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

下自己动手，虽然过程有

些曲折，但孩子们都特别

用心。终于见到四川省妇

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孩

子们非常激动，纷纷表达

了对医护人员英勇抗疫、

守护人们健康的感恩之

情。“你们保护了我们，长

大了我要保护你们。”孩

子们质朴的话语让在场医

护人员感动，医护人员也

给孩子们送上了美好的祝

愿。

据了解，成都市第二

十幼儿园的田园课程已经

开设了 5 年，以田园艺

创、田园探究、田园故

事、田园劳作四大模块课

程，春季播种节、夏季装

扮节、秋季采摘节、冬季

维护节四大德育活动为载

体，整合健康、语言、社

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

的发展目标，把一亩地变

成儿童游戏的乐园、成长

的家园。

本报讯（实习记者 梁童童）“今天，

我能站在这里分享，不是因为我讲得够

好，而是因为我有勇气去面对成长中的

自己，有勇气给孩子做榜样，我相信我

能做一个支持孩子成长的好妈妈……”

6月 4日，都江堰市嘉祥外国语学校四

（1）班学生家长刘跃章站在讲台上动情

地讲述着。

当天，“21 天双陪伴，家教指导

进家庭”项目经验交流会在该校举

行，交流项目中取得的经验成果，探

索家校共育的新视角。刘跃章作为家

长代表之一，向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

体会。

“21 天”项目，是嘉祥教育集团家

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作为学术指导

单位，于疫情期间支持学校开展的线上

家教指导项目。都江堰市嘉祥外国语

学校心理老师马琳告诉记者，线上授课

期间，许多家长来电求助，表示自己不

知道怎样“管”孩子，而长期宅家导致的

亲子关系恶化使得学生更加抵触学习，

形成恶性循环。

于是，学校决定招募一批志愿者

老师，开展“家教指导进家庭”公益

支持活动。所谓“21 天双陪伴”，关

键有二。一是21天的持续时间；二是

“双陪伴”：一方面，家教指导老师陪

伴家长，每天进行一次有关家教的微

课讲授，并对家长每天撰写的家庭日

记进行点评；另一方面，家长陪伴孩

子，在与孩子的日常相处中了解孩

子、理解孩子、支持孩子，让孩子感

受到被认同、被爱，建立十足的安全

感。

参加项目之初，刘跃章感觉每天都

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值得写进家教日记

的，写出来的也全是对孩子的不满。她

向马琳倾诉了自己的烦恼，马琳鼓励她

摆正心态，静下心来，认真地去跟孩子

相处。

刘跃章的烦恼是很多家长共有

的，而项目课程中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如何实现高质量陪伴”，就是突

破这一困境的关键。该校一（3）班学

生家长唐茜在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

点：“高质量陪伴，需要爱和情感的投

入，但过度的重视和过度的控制都是

一种溺爱，反而会干扰和拖慢孩子成

长的进程。家长在和孩子相处时，不

要总是看孩子的缺点，想着去改变

他，而应该体会孩子的感受，观察他

身上的点滴变化。”

通过马琳的指导，刘跃章理解了

“高质量陪伴”的意义，开始认真践行

“陪伴者”的角色。渐渐地，她发现自己

的心态变得平静了，跟孩子交流时也变

得温和、从容了，处理问题的能力得到

了提升，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

善。“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胜任力、觉

察力、情绪转化力及沟通能力，都是需

要终身学习的‘技术’。”马琳表示，项目

结束后，老师们也会继续给予有需要的

家长帮助和指导。

自己写给自己的
《童年花絮》

张泚萌是乐山师范附属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儿童节那天，她收到的

礼物是一本名为《童年花絮》的文

集。文集图文并茂，收录了 100 多篇

文章，共计 200 多页。这文集的特殊

不在于“厚”，而在于所有的文章都是

张泚萌自主创作的。“文集中有生活、

旅游中的见闻，有校园里发生的故

事，有看书后的读后感，有对知识的

思考和困惑，还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

想……都是我三年级学习习作后写

的，记录着我这一年里的点点滴滴。”

张泚萌说。

张泚萌喜欢阅读、弹琴、运动，但

是，她最大的爱好是写作。不管是在

家里、学校、还是外出游玩，她总是细

心观察和思考着周围的事物，为写作

积累素材。“写作可以记录欢声笑语，

也可以记下不解的问题，等以后慢慢

解答。”她认为写作是一件非常开心、

快乐的事情。“一些事情可能自己已

经忘记了，但是曾经写了下来，再次

翻阅时，重新回忆起来，是一种多么

美妙的体验呀。”

张泚萌越写越多，今年1月，她的

爸爸妈妈决定帮助她将这些文章整

理成集。疫情爆发后，一家人有了更

充足的时间来做这件事。于是，张爸

爸负责把手写稿打印成电子稿，张妈

妈负责图片和排版，张泚萌负责对文

章进行分类，在此期间，她还根据疫

情中的所见所感创作了一些文章。

一家人齐心协力，用了 4个多月的时

间，完成这本精美的《童年花絮》。

“文章分类真是一件困难的事

情。”张泚萌说，“校园、家庭、旅行类

的文章比较好分类，但有些文章分类

就很伤脑筋。”她写过一篇名为《谁住

在足球里》的童话故事，本来是分到

收录童话故事的“童语稚言篇”中，但

是她总觉得不恰当。“这虽然是一篇

童话，却是在我踢足球时，看到足球

弹跳、滚动、飞跃，想象着里面是不是

分别住着弹簧、轮子和飞机，再构思

情节写出来的，我觉得这更是我的奇

思妙想。”张泚萌说。最后，她把文章

归类到了“奇思妙妙篇”。

还有一些记录她去果园摘水果、

在田野里观赏油菜花、到小溪边钓龙

虾的文章，最开始分类到了“足行天

下篇”，她觉得不妥当，但是又找不到

其他合适的篇章。最后，她灵机一

动：为什么不为这些文章单独创建一

个分类的篇章呢？于是，文集里就有

“郊村乐乐篇”。就这么一边写、一边

总结、一边分类，最终，整个《童年花

絮》文集就有了“校园趣多多篇”“珐

麽妮亲亲篇”“色彩魔法篇”“刨根问

问篇”等12个篇章。

父母给予孩子的终
生陪伴

张泚萌为什么这么喜欢写作、阅

读呢？正如她所说，这很大程度上要

归功于爸爸妈妈的良苦用心和深深

的爱。

张泚萌的爸爸妈妈都十分喜欢

看书、阅读，在家里最常见的休闲

方式就是读书。在这样的环境中成

长，看书自然就成为了张泚萌生活

的一部分。爸爸妈妈也会根据她不

同的年龄段为她选择合适的图书。3
至 5岁的时候，张泚萌主要看绘本，

6 岁以后开始看有拼音的寓言故事，

上小学后主要看散文和诗歌。而

且，她看书的时候，爸爸妈妈常常

会陪着她，为她解疑答惑。张泚萌

说：“和爸爸妈妈一起看书是我最快

乐的时光。”现在，张泚萌平均每周

能看 3 本书，很多书她都会重复阅

读，每看一次，都会勾画、批注，

加深印象，深化感悟。

读万卷书，亦行万里路。张妈

妈介绍说，周末或寒暑假，她和张

爸爸常常带着张泚萌外出旅游。有

一次，他们在海边玩耍，张泚萌突

然问道：“妈妈，海里面是不是住着

一位大力神，不然海面怎么永远荡

漾着浪花？”张妈妈为女儿非凡的想

象力感到惊讶，便常常鼓励张泚萌

细心观察周围的事物，展开无穷的

想象。她说：“现在每一次外出游

玩，我们都会把见到的、听到的、

想到的，用关键词的形式记录下

来，回家后再整理成文章。”

“父母的陪伴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张妈妈感到非

常幸运的是，这么多年来，她都能

像好朋友一样，陪伴着女儿长大，

“我们的关系平等，我很少评判她的

对错。”即使是在给张泚萌的家庭作

业签字时，发现其中有错误的地

方，张妈妈也不会第一时间指出

来，更不会批评孩子。“这样的错

误，小组长或者老师会帮助她纠

正，我只需要默默守护着，避免她

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优质的陪伴，倾听和鼓励很重

要。”张妈妈说，现在，她和女儿已

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张泚萌

有任何想法都会与她分享。“只要是

合理的、正确的想法，我们都会鼓

励她去行动，把想法付诸实践。”比

如，这一次的文集整编，原本只是

打算把文章分类整理成一个小册

子，但在这个过程中，张泚萌提出

能不能像出书一样印刷出来，一家

人这才下定决心做成文集。后来，

张泚萌又提出，邀请乐师附小的罗

羿校长为文集写序言，同样得到了

爸爸妈妈和校长的支持。

正如罗羿在写序言时感叹的：每

个孩子的童年原本都是无忧无虑、无

拘无束，纯真而美好的。有的家长选

择宽松式的教育方式任其自由发展；

有的家长选择程序式的规范化管教；

有的家长则选择指引性的点拨陪

伴。渐渐地，每个孩子便有了不一样

的童年，再后来，少年、青年，乃至整

个人生也就有了不同。张妈妈选择

的就是指引性的点拨、陪伴，除了自

己的亲身陪伴，也让书籍、阅读、写作

成为孩子的终生陪伴。

为解决家庭教育及青少年成长的各类问题，家教周刊联合成都春泥夏花教育开设心理专栏，为各位家长提供专业的心理分析与方法指导。

谈
心小

春 老 师

东东（化名）是一位 8岁的男孩，

正上二年级。从上小学开始，东东就

经常在课上小动作不断，跟同学说

话，还会打断老师的授课。一年过去

了，东东上课说话等问题不仅没有改

善，回家做作业更让人头疼。

东东的父母带着孩子找到我们

求助。通过与东东父母沟通后我们

发现，父母在家经常跟东东谈条件

——“你把作业做完了，就可以多看

一集动画片”。他们也尝试制定家庭

规则，但总是在东东的撒娇中无法坚

守底线。

东东的情况是很多家庭的缩

影。父母为了让孩子做事、学习，

便与孩子讲条件，这会让孩子觉得

“这不是我的事，我是为了父母、

别人做的事”，做事的动力自然不

够。

有些父母也尝试把“事情”交还

给孩子，制定了很多规则，但这些规

则屡屡被孩子突破。说好今天只能

吃两颗糖，但孩子哭一哭，父母就心

软了；说好晚上 8 点前把作业做完，

但孩子磨蹭到晚上 10 点也没有完

成。父母担心影响孩子休息，就让孩

子先睡了。久而久之，孩子利用一次

次的试探，摸清了父母的底线，并利

用对这些底线的了解来达成自己的

目的。

如何帮助孩子树立内心的规则

感呢？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

引导：

第一，坚守底线。我们对孩子的

爱没有条件，但并不代表我们对孩子

的爱没有原则。有些缺乏原则的父

母心太“软”，受不了孩子的撒娇，于

是，常常一边给孩子立规则，一边又

帮孩子拆着规则。父母给孩子树立

规则后，一定要说到做到，不要因为

孩子哭闹就轻易妥协，要坚守自己的

底线。

第二，共同制定规则。有些父母

有误解，认为规则是大人说了算，形

成了“一言堂”。孩子会用违反规则

的方式来告诉父母“我不满意这个规

则”，这时，父母应该注意到，之前的

规则很可能没有正确反映孩子的需

求。因此，我们在制定规则时，可以

尝试邀请孩子一起来制定。如果制

定的规则是孩子同意且愿意遵守的，

孩子执行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第三，让孩子自行承担打破规则

的后果。很多父母会担心，孩子不遵

守规则怎么办？因为规则是父母与

孩子一起制定的，一般而言，孩子不

会故意违反规则。即便孩子打破了

规则也没关系，就让孩子承担相应的

后果。比如，糖吃多了，第二天就少

吃一颗。不遵守规则带来的是信任

破坏，父母可以将这个道理强调给孩

子听，但建议父母不要主动对孩子违

反规则的行为先进行“恶性设定”。

如果父母以一种“就等着你犯规”的

心态带孩子，那是父母先破坏了信任

感。

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孩子共同制

定可执行的规则，并让孩子自行承担

违反规则的后果，相信孩子可以慢慢

地将规则内化，更加自律与自信。

给孩子建立规则感

家教指导进家庭：做父母，也是门“技术活”

张张泚泚萌萌
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童年礼物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童年礼物

■ 记者 钟兴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今年的儿童节礼物是我收到的最特殊、最好的礼物，虽然平时那些吃的、玩的礼物

都很好，却没有这样深刻的意义。它是我成长的印记，也蕴藏着爸爸妈妈对我的良苦用

心和深深的爱！”最后的一个“爱”字，张泚萌说得大声而坚定，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

个女孩的欢乐和幸福，也让人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一份礼物能如此特殊？

小达人小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