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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唤醒更多家长的教育意识，做到知行合一，《教育导报·家教周刊》邀请高级教师、成都市蓉府阳光幼儿园园长归云特别打造“云老师教育知行录”专栏。

云老师云老师
教育知行录

细节背后，是一个
人内在的闪光点

“老师，我要捐给班级 1000 元购

书卡……”去年底的一天，当班主任

陈四新听到眼前的男孩说出这句话

时，眼里满是惊讶和感动。

这名男孩叫陈浩阳，2019 年 11
月，他被评为眉山市“新时代好少

年”，获得了主办方颁发的 2000元购

书卡的物质奖励。“当时也没想到会

有这个奖励，自己买书也用不完。”陈

浩阳回忆：“考虑到这个奖是在学校

的帮助下获得的，就想着拿出一半来

给同学们买书。”

书买回来，班主任也买来了书

架，陈浩阳带着同学一起组装，于是

有了现在的图书角，陈浩阳还自愿当

起了图书管理员。

2019年 9月，陈浩阳从小学升入

初中，在全新的环境里，他很快表现

出自己的不同。

“他是学习委员，非常乐于帮助

大家解决学习上的问题，他最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问：懂没？”同班同学文

清慧认为，陈浩阳除了乐于助人以

外，还显得特别有责任心，“比如垃圾

桶的把手坏了，他会主动去修。”去年

冬天的一个早晨，天才微微亮，学校

值勤老师发现陈浩阳领着几位同学

在校园里走，手里拿着劳动工具，一

问才知道他们是主动去打扫前一晚

被大风刮碎了的玻璃。校长王惠也

注意到了陈浩阳的不同，“一次我去

监考，收试卷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是

交了卷子就走，他交卷时会把底下凌

乱的试卷整理整齐，再交给我。”

“他做的都是一些日常的小事，

可贵的是别人常常忽略的细节，他却

能主动想到。”在陈四新看来，这些细

节背后，透露的是一个人内在的闪光

点。一个初一学生，怎么能够如此体

贴入微，如此事无巨细地关心别人

呢？陈四新同时也是学校德育处主

任，有着 15年的德育工作经验，她将

陈浩阳的种种优点归结为两个字

——善良，“这一点，我觉得和他的家

庭教育不无关系。”

孝心少年，5岁开始
照顾父亲

陈浩阳的父亲陈建还清楚地记

得，2012年 8月 1日下午 7点过，他在

工地参与施工被意外烧伤，“医生告

诉我，烧伤面积达 95%。”之后很长一

段时间里，陈建瘫痪在床，无法行动，

“在医院里就呆了整整32个月。”

当时浩阳年仅 5 岁，有好几个假

期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为病床

上的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更多

的则是陪伴。

出院以后，陈建又卧床养病近两

年时间才勉强下地行走，但重度烧伤

导致的面目全非，以及皮肤难以愈

合、腿脚容易胀痛等后遗症，直到现

在依然困扰着他，使他几乎丧失了劳

动能力，只能在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

小事。

“浩阳很有孝心，他在家里帮我

洗澡、换药，如果我脚痛，他还要帮我

捏脚。”陈建谈到，儿子在家的时候是

他最舒服的时候。

对于过往的不幸，陈建已经释

怀，“现在什么都放下了，只要娃儿们

过得好就行。”但对于儿子，陈建还是

有一份愧疚，“我受伤的时候他还那

么小，我没有在他的童年里好好陪伴

他，反倒是他来陪我。”

在陈建眼里，儿子的懂事无可挑

剔，但他知道，浩阳也有心理负担，

“能够骑电瓶车以后，我经常去学校

接他，我能察觉到，我这个样子出现

在他的同学面前，还是会对他有一定

影响。”对于这点，陈建也十分乐观，

“现在他也能够接受了，相信他能正

确面对，毕竟他快和我一样高了。”

把关怀留给更需要
的人

在陈浩阳家的外墙上，贴着共产

党员的标示牌，十分醒目，“我们家里

有 3个党员。”陈建自豪地告诉记者，

“我们两口子，和浩阳的爷爷都是党

员。”

陈浩阳的母亲担任村子的网格

员，平时就热心为村里办事，在此次

疫情期间，更是忙得顾不上家，更多

担子就落到了浩阳身上。做各种家

务、照顾两岁的弟弟、为父亲擦澡换

药……这些对于 13 岁的他来说已经

驾轻就熟。

相较于同龄人，陈浩阳很少有自

己的娱乐时间。“今年上半学期上网

课，每次陈浩阳都是认真听课。”陈四

新说，“上完网课，他还要抽时间帮他

妈妈整理村上关于疫情防控的材

料。”

去年新生入学后，学校很快了解

到陈浩阳的家庭状况，考虑到他们一

家收入并不乐观，浩阳在学校又这么

懂事、善良，就提出为他减免校服、延

时服务等相关费用。

令校长王惠意外的是，陈建婉言

拒绝了。

“供孩子读书是我们作为父母的

责任，我们不想给学校添麻烦，也不

想让他觉得自己和别的同学不一

样。”陈建谈到，尽管一家人收入不

多，但生活尚可维持，“希望这份心意

能给到更需要帮助的人。”

这让学校老师们都十分感动，

“陈浩阳的父母就是很善良的人，所

以，他从小也能够具备这样一种品

质。”陈四新说。

听说儿子在学校的种种表现，陈

建微微一笑，“希望他是真心帮助别

人。”被问及是否有什么教育方法时，

他笑道：“我们父子之间经常沟通，以

朋友的方式相处，但要说到方法，我

们也并没有特意去教他什么道理。”

陈建补充道：“相信他都懂。”

上初中过后，因为寄宿的原因，陈

浩阳在学校的时间远比在家的时间

多。两个学期下来，陈浩阳帮助过的

同学越来越多，很多同学又和他一道，

主动去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这

是最让陈四新欣慰的事，“看吧，用善

良换来的，一定是更多的善良。”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儿子连简单

的几道数学题都不屑做了，有时候，

我说他，儿子却振振有辞地说：“这么

简单的题目，我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做

出来，这还要练习吗？如果我真的做

那些重复、简单的题目，不是白白地

浪费时间吗？还不如让我和小伙伴

们出去踢踢足球呢。”

说实话，我不得不承认，儿子确实

非常聪明，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五年

级，儿子的成绩一直很优秀，老师布置

的难题一般都难不倒他。虽然儿子成

绩非常优异，但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

来，因为他已经变得自负、骄横甚至还

有些霸道的作风。尽管我苦口婆心地

说了好多次，让他虚心一点，或者收敛

一点，改变一些不好的习惯，可儿子就

是听不进去。我觉得这样下去，儿子

将来肯定会栽个大跟头。

果不其然，在一次期中考试

中，成绩一直排名班级前五的儿

子，竟然一下子滑到第十五名。当

我拿到他的试卷时，我已经清楚他

的问题出在哪儿了，但我并没有当

场发火，因为儿子的心情已经坏到

了极点，到现在他还不敢抬起头来

看着我，如果我这时候跟他发火，

他肯定会受不了，这样，不但没有

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反而可能让

事情变得更糟糕。于是，我按捺住

心里的不快，问他：“你知道这次为

什么会考得这么糟吗？”我相信我不

说原因，儿子肯定也知道。这不，

儿子低着头，小声地说：“我太大意

了，没仔细审题，好几道简单的题

目，竟然被我做错了，我不该犯这

么低级的错误。”我听了，语重心长

地对儿子说：“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

好，越简单的题目越不能大意，你

越是轻视它，你就越容易栽跟头。”说

到这里，我话锋一转，说：“你知道有

个叫达·芬奇的人吗？老师叫他画鸡

蛋，画鸡蛋很简单吧，还不是画个

圈？你肯定也觉得画鸡蛋很简单，可

结果呢，达·芬奇画了几个月的鸡蛋，

可老师还是一个劲地叫他画鸡蛋。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让他这样做吗？”

因为儿子在课堂上已经学过达·芬奇

画鸡蛋的课文，所以，他红着脸，认真

地回答，说：“爸，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鸡蛋虽然普通，但天下没有绝对一样

的鸡蛋，即使是同一个鸡蛋，角度不

同，投来的光线也不同，画出来也不

一样，因此，画鸡蛋是基本功。基本

功要练到画笔能圆熟地听从大脑的

指挥，得心应手，才算功夫到家。我

做的一些题目看似简单，其实，每个

题目的题意也千变万化，其得出的结

果也千差万别，只有反复地多做练

习，做到熟练自如，才不会犯大意的

毛病。”我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回答得很好。”

从那以后，儿子很快就像换了

一个人，看着儿子朝我预想中的变

化，我欣慰地笑了。可以说，给自

负、骄横的孩子适当地泼泼冷水，

让他清醒一下头脑，能起到意想不

到的效果。

采麦上学记

3 岁的采麦即将踏进幼儿园，开

始她的学生生涯。作为家长，一方面

盼星星盼月亮地等这一天，终于可以

从 24 小时无昼夜服务到有固定的上

下班时间，另一方面，也莫名担心不知

道分离焦虑的她会哭闹多久。所以,
每次谈及这个话题，家里人一边表现

得充满期待，一边又隐隐地担心，倔脾

气的采麦，哭闹起来大有一种斗争到

底的干劲。

提前预知结果，那就不能坐以待

毙，需要积极应对，主动面对问题。

与幼儿园建立初始感情
第一印象很重要，幼儿园留给采

麦的第一印象也很重要。千万不能突

然把她丢进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这样，

她的恐惧感会被无限放大。我们带采

麦多次去幼儿园，让她熟悉里面的环

境，让她知道幼儿园是另一个像家一

样安全的地方，那里有好玩的玩具，有

有趣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爱的老师和

好多可爱的伙伴。

积极的心理暗示也很重要。每天

一句甜言蜜语表扬幼儿园，无形中会

告诉采麦，那是一个爸爸妈妈、爷爷奶

奶都很放心、很认可的地方。把大人

的信任、认可传递给她。我们每天一

有机会就会告诉采麦，上幼儿园好处

多多，可以和更多的小伙伴一起玩耍，

可以玩各种有趣的玩具，可以听到很

多有趣的故事，可以吃到各种可口的

饭菜，可以做各种各样好玩的游戏。

总之，这个地方是爸爸妈妈都想天天

去玩的地方，让她在大人无数次的肯

定中对幼儿园产生好感。千万不能说

“如果你再不乖，我就把你送进幼儿园

让老师来管你”这样恐吓的话，这对于

孩子未来的分离焦虑一点好处都没

有，只会加深孩子对幼儿园的恐惧。

达成约定，攻守同盟
有老人的家庭都知道，老人最无

法忍受的就是孩子哭闹，孩子一哭，老

人就会瞬间没有原则。所以，与家中

的老人达成一致观念一定不能忽略。

我们在家提前召开了家庭会议，从科

学的角度告诉老人，为了缩短采麦的

分离焦虑期，大家一定要遵守约定，攻

守同盟。

我们达成了以下协议，第一，送孩

子入园，不徘徊，交给老师以后，坚决

离开。相信老师的专业，相信孩子会

慢慢适应。第二，坚持送孩子入园，除

非生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一定不三

天打鱼，两天晒网。坚持送孩子入园，

让她明白上幼儿园就像每天吃饭睡觉

一样是必须做的事情。第三，坚决不

欺骗孩子，不能因为哄她不哭闹，就欺

骗她“你就上今天一天幼儿园，明天就

不用上了”这样的话。欺骗只会带来

不信任和更多的不安全感。第四，每

天按时接孩子，让她有期待，让她成为

前面几个被接走的孩子，让她感到她

真的很重要。第五，坚决不问消极的

问题，比如你有没有吃饱？同学有没

有欺负你？老师有没有批评你？……

出现问题及时跟老师沟通，但是不在

孩子面前表现出消极和不信任情绪。

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做好了这些

准备的我们安心等待着采麦入园。也

许最后发现她还是会哭得稀里哗啦，

但是因为提前预设和做了准备，真正

面对现实情况时会因为心里有数而不

那么焦虑和不舍。每天送孩子上幼儿

园的大人其实是最焦虑的，他们需要

忍受孩子的啼哭、拉扯、呼叫，在门口

说再见，煎熬的不只有孩子，还有大

人。所以，积极的预设和沟通，也是在

帮助自己更好地面对焦虑。

适当地给孩子
泼冷水

■ 张志松

帮爸妈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陈浩阳陈浩阳：：

优秀的背后优秀的背后，，是善良是善良
在丹棱二中2019级2班的教室里，有一个图书角，放的

书不算太多，却有着古今中外的许多名著，虽然没有图书馆

里的藏书气派，但也让班上的学生们在课余享受到阅读的乐

趣。这个图书角的成立，还得从班上的一位学生说起……

■ 记者 葛仁鑫 董志文 文/图

课堂上，认真听课的陈浩阳

放学后，陈建接儿子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