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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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分为三个板块：微型TED演

讲——寻稀奇古怪，学生轮流走上讲

台，分享自己发现的稀奇古怪、充满

创意的作品，每个孩子既是演讲者，

也是倾听者，在寻找、分享和倾听中

感受创造的魅力；一碟小菜——表心

之所爱，校长付锦带队给孩子们送上

元旦礼物：一盒红色的蔬菜，请孩子

们将收到的蔬菜带回家制作成“新年

第一餐”；火红祝愿——藏心意满盏，

每位老师也收到了神秘礼物：一封特

别的家书，付锦携手教师执行校长，

写下了为每一位老师私人定制的新

年贺信。

微型 TED 演讲环节，每位学生

的分享都创意十足，有分享三明治

怎么制作的，有邀请同学体验三维

魔术针的，还有分享怎么用废旧物

品制作小发明的……“今天太开心

了！”二 （2） 班学生邓卓雅穿上了

喜爱的唐装，带着家里的小夜灯来

参加新年活动，能够给全班同学分

享自己喜欢的小物品，她觉得非常

开心。

让孩子们感到更为开心的是，大

家都收到了一盒装满甜椒、胡萝卜、

小米椒和西红柿的红色蔬菜包。“有

同学觉得甜椒像灯笼，想做成灯笼

菜，可以。”付锦走遍全校 41个班级，

启发孩子们如何用蔬菜做出充满创

意的“新年第一餐”。

过完元旦节，孩子们纷纷用图

片、文字和视频分享自己做菜的收

获。“以前都是在别人的作文里看到

做饭翻车的场景，这一次轮到自己上

阵，感觉还挺激动。”五（3）班学生周

启杭告诉记者，这是自己第一次做

菜，结果很成功，他觉得凡事只要认

真去做，并不难。

五（7）班学生谢芷婵花了两个小

时，给全家做了三道菜：番茄鸡蛋汤,
胡萝卜丝炒肉，甜椒牛肉片。受到爸

爸妈妈的表扬，品尝着亲手做的午

餐，她心里开心极了。谢芷婵的同班

同学柯奉娇在做菜中加入了“爱的味

道”，家人们的认可让她非常满足，

“新的一年，我也要用自己的双手创

造更多惊喜。”她说。

儿子学习基础差，和同学之间的

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家务事更

是不沾边，这让我头痛不已。为这

事，我没少给他请家教或者苦口婆心

地给他讲道理，可收到的效果却微乎

其微。

这天，儿子学校举行全校运动会，

因为儿子身体不错，加上弹跳力有优

势，他报名参加了500米长跑比赛。比

赛结束，儿子果然不负众望，夺得了第

一名。看到儿子捧着大红的奖状喜滋

滋地回到家里，我正想夸赞他几句，这

时，我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儿子，你

这次参加全校运动会的长跑比赛，肯

定是拼尽全力，顽强拼搏夺得了第一

名吧。”儿子一听，仰着头，得意地说：

“那当然，如果我不是拼尽全力，肯定

拿不到第一名。”我听了，拍拍他的肩

膀，一语双关地说：“祝贺你夺得第一

名，如果你在其他方面也能夺得第一

名，那该多好啊！”儿子听了，一下子没

转过弯来，疑惑地问：“爸，你说的是哪

一方面？”我不得不揭开答案：“当然是

指学习、品行等方面，如果你在其他方

面也拿出参加长跑比赛一样的劲头

来，我相信你肯定不会让我失望的。”

儿子听了，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小

声地说：“爸，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承

认自己在学习方面缺少努力，从明天

起，我会努力的，你放心吧。”听了儿子

的话，我心里一阵激动，便不失时机地

鼓励他：“爸爸相信你，但是如果你光

在学习方面或体育方面夺得第一名可

不行啊，还必须在品行方面也能取得

优异的成绩，比如尊老爱幼、团结同

学，经常参加班级劳动，帮父母分担一

些力能所及的事情，那才叫棒呢。”儿

子听了，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冲

我扮了个鬼脸，说：“爸，我知道该怎么

做了。”

果然，儿子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表现越来越让我满意了。以前，他每

次放学回家做家庭作业，做到一半不

是看电视，就是玩游戏，有时候，遇到

不懂的地方，他也懒得向我请教。现

在，他不仅按时完成了家庭作业，遇

到不懂的地方，也会第一时间向我请

教，我也乐意帮助他，直到他弄懂为

止。一个月下来，他学习上不但有了

进步，还懂得处理好同学之间的关

系，有时候，他还为班里出谋策

划，搞好班级文娱节目，成了班里

的文娱积极分子。看着儿子点滴变

化，我顿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

觉。因为儿子参加运动会夺得了第

一名，我抓住机会，让他明白这与

自己的顽强拼搏有关。这样，就更

容易让他懂得学习和运动一样，要

想取得优异的成绩，就要努力，要

付出一定的汗水。正因为有了长跑

比赛的感同身受，道理就变得容易

理解和接受了。所以，父母给孩子

讲道理时，一定要因地制宜，有的

放矢，才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初为人母时，我和很多家长一

样，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父母

的责任，没有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孩

子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孩子学习的

好坏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所以千方

百计地为孩子找好学校，让孩子上

补习班，很难将孩子的学业失败和

不良习惯形成的原因归结到自己身

上。中华妇女联合会的一份资料表

明，我国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家长教

育方法欠妥或有严重偏离，只有不

过四分之一的家庭教育比较科学；

很多孩子成功的基础和关键是杰出

的家庭教育。

“一步两步三步，好！跌倒了别

哭，自己爬起来再走，好！一二一、

一二一……”一位父亲这样教蹒跚

学步的孩子，朋友笑他是在“开孩子

们的玩笑”，他说：“你错了，这不是

开玩笑，这是人生之路的第一步，将

来进入社会全靠这第一步呀！”这位

父亲就是培养出宋霭龄、宋庆龄、宋

美龄三姐妹，在自己的家庭开辟出

没有封建主义樊篱乐园的宋嘉树。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家庭是孩子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

家庭教育是人成长的根部和根本，

是“培根教育”。

“爹爹虽然挚爱你们，却从不肯

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

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梁启超在

家书中这样写道。梁启超把教子当

作人生的一份重要事业。正是这样

的父亲、这样的家庭教育，谱写了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谱。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在研究母亲

对人一生的影响时，收到一封来自

监狱服刑犯人的信，信中写道：小时

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让我

和弟弟选。我一眼就看中那个又红

又大的苹果，非常想要。这时，弟弟

抢先说出我想说的话。妈妈听了，

瞪着他责备道：“好孩子要学会把好

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于是，我灵机一动：“妈妈，我想要那

个最小的，最大的留给弟弟吧。”妈

妈听了，非常高兴，在我的脸上亲

了一下，并把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

奖励给我。从此，我学会了说谎。

后来，我又学会了打架、偷、抢，

为了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不择手

段，直到现在，被送进监狱。……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能教他

做一个诚实的人，也可以让其学会

第一句谎言。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父亲是

一名淳朴的党员教师，从满头青丝

到霜染鬓发，父亲把他的 40载春秋

给了平凡的讲台。2003 年，鼻咽癌

放化疗后病情好转的父亲，毫不犹

豫地重回工作岗位；临近退休，他一

遍遍交代接替他的帮扶责任人，为

残障的孩子继续申请民政救助；退

休前一天，他还在坚持发放营养餐，

参加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迎检……

父亲不仅是给自己的职业生涯

交上了圆满答卷，更重要的是，给我

和我的小弟树立了榜样。

此前的 20 年间，我一直致力于

教育教学和家庭教育工作，指导家

长进行家庭教育、帮助学生进行生

涯规划，积极参加各类比赛，主持

“阅读从母亲开始”等家庭教育节

目。

记得一次去动员辍学的孩子，

不知从哪里突然窜出来一条大黄

狗，我惊慌失措，一不小心掉进水

田；为帮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我遭

受一次次的呵斥和驱赶。当一个个

家长在我苦口婆心的感召下向优秀

逐步靠近，当一个个受助孩童阳光

地重返校园，当我接过优秀教育工

作者奖牌时，我是幸运的、也是幸福

的。我庆幸自己明确了方向、找到

了工作的着力点，同时，也庆幸自己

成长在这样的家庭。

古语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

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回首

往事，无论我们为自己和社会贡献

了些什么，如果没能对家庭倾注爱

与关怀，那我们又算得上成就了些

什么呢？对孩子来说，家长是榜样，

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英雄”。

或许“好家风、好教养”才是父母可

以留给他们的最好遗产。愿每一个

家长都懂得家庭的重要，愿每一个

家庭的爱，都能永不搁浅！

有一种爱
永不搁浅

■ 袁春焰

儿子比赛获胜之后……
■ 张志松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

红红火火迎新年红红火火迎新年
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

■ 记者 胡敏（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近日，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

校园里“年味十足”：红红的灯笼高高

挂，五颜六色的彩带迎风飘，教室门口

贴上了喜庆的对联，窗户上也贴上了

有美好寓意的剪纸。孩子们“盛装出

席”，装扮成蜘蛛人、精灵、川剧人物、

唐装美人，还有的孩子用废旧物品制

作了裙子、帽子等，装扮成各种稀奇古

怪、创意十足的扮相。这是草堂小学

西区分校以“寻稀奇古怪设计 迎红红

火火新年”为主题的迎新年活动现场。

跟红色蔬菜同时分发的，还有教

师的新年礼物：一盒红色的袜子、一

件红色背心和一封特别的家书。每

年元旦节，给师生准备红色系礼物，

已经成了草小西区的传统，寓意新的

一年“红红火火”。写信也是草堂小

学西区分校自 2014年以来长期坚持

的文化，不同的是，往年都是校长给

家长写信，今年，校长带领教师执行

校长给每位教师写个性化的家书。

翻开这些家书，每一封都有暖心

故事和鼓励的话语。

“亲爱的子义：每次想起您，看到

您，我就会情不自禁的脑海里冒出好

多词，温暖、明亮、舒服、高挑、美美哒

……还记得开会间隙，我们一起聊各

自的童年，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原生

家庭，发现我们有好多默契，我找到

了一种久违的、亲切的、像自己亲妹

妹般的感觉。”

“亲爱的小晔子……如果我没有

记错的话，这是你来草西的第八年。

你既是草西的创建者也是草西的见

证者。”

“站在草西 12年，这好像让我感

觉到我们的学校如同一个孩子，从呱

呱坠地到蹒跚学步、从咿呀学语到慢

慢长大……回望着草西的每一次成

长、每一个进步、每一个闪亮、每一回

惊艳，都离不开你们——每一个草西

人的努力和付出，奋斗和汗水，坚持

与执著。”

学校大队辅导员熊娟收到的信

由付锦和副校长朱旭莉执笔，信中，

朱旭莉回顾了两人从成都市草堂小

学本部开始的多年情谊，付锦感谢了

老师们在草小西区创业 12年中的付

出，分享了做幸福教师的三个秘诀。

“有些事自己觉得微不足道，没想到

同事还记得。”熊娟说，感觉“被看见、

被温暖，更有力量”。老师们都被家

书温暖着、鼓励着，不少老师还用微

信、信笺等写“回信”。

“草小西区是一个重视仪式感的

学校，一些小事看似无意义，其实最能

打动人、促进人。”付锦介绍，迎新活动

坚持让每个孩子都能站上讲台，她和

团队老师坚持走遍全校41个班级，坚

持给每个老师写不一样的信，目的是

“让每一个人都被看见、被点燃”。

注重仪式感、注重师生细微的情

感需求、注重用价值观感召人，这些

草小西区的做法，被认为是关注“教

育的情调”的样本，即关注师生的发

展需要和情感需求，用“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付锦用“浪漫”“情感”和“和谐”三个

关键词来描述这种德育美学观，她认

为最根本的是把人当作“感情丰富

的、热烈的、鲜活的生命”来看待。

跨入2021年，草堂小学西区分校

的师生还发现一个惊喜。学校食堂

的露天走廊新加了雨棚，师生再也不

用担心雨天滑倒，由绿色、黄色、透明

玻璃镶嵌而成的走廊颇有“艺术范

儿”，还成了新晋网红打卡地。

变装秀、TED演讲、蔬菜大礼包，学生把创意变成行动

红袜子、红背心、一封家书，教师被看见、被点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