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9日 星期六

编辑 周睿 美编 彭浩然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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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学准备最要紧的六件事
李琴观察到，每到新学期，孩子们

会表现出不同的学习状态。有的孩子

很适应新学期，听课、作业的质量都较

高，跟同学也能友好相处。但也有孩

子会遇到问题，比如早上起不来，做作

业拖拉，不适应新老师、新同桌等。尤

其是秋季开学，孩子们升入更高的年

级，如果早期的不适应没有得到及时

关注，可能形成不良的学习习惯，最终

影响学习效果。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

晨。”都是讲规划的重要性。开学前一

周，正是做好新学期规划的好时候。

李琴认为，家长应该主动和孩子沟通，

引导孩子制定好新学期的规划。梳理

历年来优秀家长的做法。她认为，最

紧要的是做好六件事：

1.调整作息时间，养成早睡早起

的习惯。按照学校上课的时间，提前

调整作息。比如，成都师范附属小学

的学生一般会在 7：00—7:30起床，听

新闻、故事或者音乐，大声朗读英语、

朗诵古诗词，做一做运动。晚上，低段

学生会在21:00左右睡觉，高段学生会

在21:30左右睡觉。

2.协助孩子检查暑假作业，分门

别类检查、入夹、做好标记。孩子们的

作业种类丰富，大队部可能还会布置

暑期实践活动，语文有小日记、阅读摘

录，数学有练习册、口算本，还有科学、

英语等学科的作业，如果没有分门别

类，放在书包里非常杂乱，甚至有漏

做、漏拿的情况。开学前，家长要和孩

子一起，把所有作业分学科整理一遍，

装在不同的文件袋里，并做好标记。

作业分类整理，便于及时上交，提高效

率，还可以培养孩子爱整理的好习惯。

3.开一场家庭会议，回顾暑假，展

望新学期。孩子和家长一起坐下来，

梳理假期做了哪些事，以及新学期有

什么计划。低段的孩子可以口头讲

述，中高段的孩子可以简单地写一写，

或者用图文、思维导图的方式，把假期

充实的学习生活呈现在一张纸上。家

长及时表扬孩子的进步，还可以用一

些充满仪式感的方式，比如给予适当

奖励，发一个类似“假期小主人”的奖

状，鼓励孩子。拟定新学期计划时，要

特别注意引导孩子关注习惯养成。根

据李琴的经验，一说到计划，孩子首先

想到的大多是学习成绩，家长需要提

醒孩子思考在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上，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提高。

4.满足孩子的愿望，来一场“最后

的狂欢”。正式开家庭会议之前，建议

花一天时间，满足孩子“疯玩”的愿

望。比如看一场电影、吃一顿大餐，或

者去某个地方玩。《第一次离别》、《何

以为家》这类儿童题材的电影就特别

适合孩子看，对于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独立意识很有帮助。

5.鼓励孩子主动联系老师和同

学。一方面是联络感情，给新学期“预

热”；另一方面，可以顺便向同学了解，

新学期大家准备了什么学习用品，向

老师了解，新学期是否有增加的科目，

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最重要的是，

孩子在交流中锻炼了表达能力，对新

学期也有了更好的心理准备。

6.准备充足的物资，做好防疫演

练。新学期，防疫这根弦不能松。家

长要根据学校安排准备防疫物资，在

家提前预演如何佩戴口罩、如何正确

洗手等。

做真正实用的学习计划

许多家长都有带孩子做新学期计

划的意识，但实际做的时候，却发现落

实起来很困难，一些计划往往是表明

态度，对新学期的学习没有实际的指

导作用。李琴收到过各种各样的新学

期计划，她发现，优秀学生的学习计

划，不仅包含清晰的目标，还有学习习

惯和学习方法的关注；不仅包含在学

校怎么做，还会写在家里做什么。

李琴提醒，做学习计划，一定要把

培养哪些好习惯放进去。李琴分享了

三个容易被忽略，但是很实用的好习

惯：

1.收拾书本、文具的习惯。收拾

书本、文具看似一件小事，其实这对孩

子的成长影响非常大。我们工作中经

常会遇到一些丢三落四的人，这些人

从小就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下课后，

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本收进书包，上课

前，要把下一节课要用的书本、文具准

备好。尤其是低年级孩子，每天要把

书本、文具及时放入书包，丢了要及时

找。一些孩子经常丢东西，忘带作业

本，久而久之，会影响学习状态。

2.主动适应老师，与同学友好相

处。开学后，有的年级会增加新科目，

有的班级会调换老师。升入较高年

级，老师的讲课方式也可能发生变

化。如果对老师的教学方法不适应，

要及时沟通。李琴曾遇到一些孩子不

适应新老师，要转学、上课跟老师做鬼

脸、厌学等情况，如果多跟老师沟通，

主动提出自己的困难，老师是能够理

解的。如果不好意思直说，可以先给

老师展示自己的兴趣、特长、哪方面有

进步，或者夸奖老师上课讲得好的地

方，再讲自己哪个地方没听懂，老师也

期待学生的反馈，会及时在课堂上调

整。

新学年，孩子们个子长高了，有的

孩子长得多一点，有的长得少一点，座

位也可能会重新调整；为了让每个孩

子能够与不同个性、不同学习水平的

同学交流，学习小组成员新学年也会

变化。因此，在制订学习计划时，要引

导孩子思考和同学如何相处，比如看

到同学的缺点不要嫌弃，看到同学的

闪光点要好好学习。和孩子聊聊新同

桌、新朋友，了解他们相处的情况，如

果孩子遇到一些难题，可以提一些建

议。

3.及时完成手头的小事，不拖拉，

不延后。老师布置的一些作业，比如

数学的小单子、每天阅读半小时等，可

以利用零碎时间完成。放学后的延时

托管期间，作业做完了，还可以完成每

日阅读或者英语抄写。

在家这样做，让优秀成
为一种习惯

在家里，没有老师的督促，孩子们

的学习质量良莠不齐。把这几个习惯

写进学习计划，孩子的学习差不了。

1.每日坚持锻炼的习惯。今年中

考，许多孩子体育科目失分。小学如

果重视起来，天天练，就不会出现这样

的遗憾。体育考试是身体综合素质的

反映，身体好，抗挫能力更强，克服困

难的意志力更强。低年级孩子可以练

习30米往返跑、拍篮球、跳绳、坐位体

前屈，中高年级孩子可以练习50米往

返跑、投篮、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跳

远。

2.每日阅读的习惯。一二年级孩

子可以每天读几篇故事，根据自身情

况阅读 400—1000 字拼音读物；三四

年级孩子可以每天读30页纯文字书，

高年级孩子则可以每天读50页。

3.时常动笔记事的习惯。可准备

一个记事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记

录平时见闻感想、喜怒哀乐，还可以配

上心情小插图。通过小记可以看出孩

子有没有留心观察生活，有没有所思

所想，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品质，看小记

能看出孩子的心情、思想动态，看到成

长的变化。低段孩子也可以写写画

画，不必要求字数和频率，生活中有感

触的时候写一写，保持记录的习惯。

4.预习的习惯。根据老师的要

求，提前预习。语文、英语可以提前预

习，以语文为例，低年级孩子，读准字

音、勾画生字词，课后习题可以用铅笔

预答。中段孩子，可以自学生字词，挑

一两个造句。高段孩子赏析重要词

语、重要段落。

5.整理错题集、自己出题的习

惯。二年级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开始准

备了。语文用一个本子整理错字、错

题，数学整理错题，在阶段性测试前

进行复习。中高段的孩子可以根据学

科重难点，尝试自己出题，和同学互

相出题，还可以根据课本知识，进行

归纳总结。

“我的孩子在家不能专心学习，一

不盯着他就玩手机、打游戏。”“孩子总

和我对着干，也不愿意和我沟通，怎么

办？”这段时间，成都市青羊区家庭教育

指导中心专家、科研室主任李萍每天都

会接到很多家长的咨询电话。

因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今年上

半年似乎变得格外漫长，孩子们不适

应，家长们也变得尤其焦虑。孩子在家

散漫、学习效果不佳，亲子间无法沟通

等问题都让家长们感到担忧。

家庭教育就是“管孩子学
习”？

疫情期间，李萍接到的咨询中不乏

一些极端案例：一名初三学生，在学校

即将复课前，告诉父母不想去上学，父

母自然不能理解，孩子很痛苦，甚至扬

言要轻生；一名初一学生，过去成绩还

不错，可上了中学后，又是沉迷于小说，

又是玩游戏，复课没多久就不想上学

了，还抢母亲手机给老师发微信请假，

父亲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孩子并动了

手，孩子立刻变得很暴躁，甚至表示“要

去死”。

李萍认为，类似事件都是家庭教育

缺失造成的。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

在多年的咨询和讲座中，李萍了解到，

很多家长都认为家庭教育就是管好孩

子的学习，在她看来，这种想法是有失

偏颇的，这也正是疫情期间家庭教育问

题突出的主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

案）》（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指出：家庭

教育是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

的教育。这个教育是品德教育，也是教

会孩子如何做人的教育，并不是学习成

绩好的教育。”李萍认为，很多孩子不

爱学习、行为习惯不好、甚至轻视生命，

都是因为家长在平时没有做好表率，不

够关心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出

现行为和思想上的偏离，这就需要家长

不断正视自身，调整教育方式，切忌头

痛医头，武断急躁地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做好家庭教育，给孩子

最好的陪伴？李萍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面对问题，家长应该调整自己的

主观心态，从改变自己开始，而不是一

味地想要去改变孩子，教育孩子。家长

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然后才能去要求孩

子。其次，家庭教育始终与生活融为一

体，应该伴随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家

长始终要记得言传身教的重大意义。

第三，家长要明确教育方向，要有教育

规划，要讲科学方法。第四，家长要做

孩子的人生导师、生命教练、三观楷

模。第五，家庭教育是个性化的，不要

想着一蹴而就，并非一套教材适用于所

有孩子。

家庭教育必须讲科学
今年 3月以来，青羊区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从热线电话的咨询案例中整理

了一部分内容，开设了“青羊家长 e 起

听”栏目，发布在“青羊家庭教育”微信

公众号上，至今已更新了40期。

作为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

四川省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青羊区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立了家庭教育专

家团、家庭教育讲师团、家庭教育志愿

者和家庭教育科研团4支队伍，以李萍

为代表的专家团队研发了理论与实践

互为依托的家庭教育系列课程，为全区

家长提供专业化、常态化、个性化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指导中心的咨询热线

已成为家长们寻求家庭教育问题解决

方法的重要渠道。

“现在的家长越来越重视家庭教

育，但也要注意，家庭教育必须讲科

学。”李萍介绍说，指导中心在帮助家长

解决家庭教育问题上秉持专业化的原

则，免费给家长们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比如，通过热线电话提供咨询，每年针

对班主任组织 4 期家庭教育指导师培

训班，面向社区推出“智慧父母学习沙

龙进社区”等等。

在指导中心主任李良兵看来，构

建“学校——家庭——社会”的“教

育共生体”，为全社区家长提供科学有

效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就是

要搭建一个全区总动员，人人都可以

分享育儿经验，彼此互相学习、共同

进步的平台。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青羊区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还首创了“星级家长”“星级

家委会”评价体系，在区教育局的支持

下，通过与学校绩效挂钩的方式，在

2017—2019年 3年时间内，评选出四星

级家长 5200余名，五星级家长 1100余

名，其中部分家长参与到进学校、进社

区的义工团项目中，目前，该项目已有

2000 余人，有效推进了青羊区家庭教

育指导的整体发展。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

要，这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共

同努力，但家长教育永远是家庭教育的

基础。家长们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把

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承担起来，毕竟家

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李良兵说。

疫情之后，请先给家长上一课
■ 王琦

实用版开学攻略实用版开学攻略
助孩子元气满满开始新学期助孩子元气满满开始新学期

还有几天，新学期就开始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充足的准备，能让孩子以元气满满的状态迎接新学

期。从“暑假模式”到“开学模式”，如何平稳切换？家长可

以做什么来帮助孩子收心？秋季开学，孩子们升入新年

级，一年级新生首次入校，有什么需要注意？成都师范附

属小学优秀教师、班主任李琴，根据多年带班经验为大家

奉上实用版开学攻略。

■ 记者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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