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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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的性格越来越犟，连我们

的话都不愿意听，真是白养了他。”大

清早，学生小X的家长来到学校，一肚

子的苦水，向我寻求帮助，“这孩子太

难管了，有时我们还没开口，他就几句

话顶撞过来，说大人说话不算数，骗小

孩。老师，你帮我劝一劝。”小 X 是班

上的优秀学生，在家的表现怎么这样

令人头痛？我请家长坐下来慢慢说。

家长一股脑地说了许多，究竟什

么原因造成的，自己也搞不清楚。“先

别急，孩子的坏脾气不是一下子就形

成的，应该能找到解决的办法。”送走

家长，我请来小X，先夸他：“你在学校

的表现很优秀，老师为你感到高兴。”

小 X 脸上荡起了笑容。紧接着，我话

题一转，放低了语调：“听说你在家时

常与大人闹矛盾，他们的话也不听，不

知有没有这回事？”

小X的脸一下子“晴转多云”。沉

默了一会儿，小X对我说：“老师，我爸

爸常常骗我，说期末考了优秀，就给我

买自行车，当我拿回奖状时，他却说没

那么多钱了；过年的压岁钱，他说存在

我的卡上，当我要去买课外书时，他却

说忘了卡的密码，叫我等，可等到现

在，压岁钱还没给我，你说这大人是不

是‘欺负’我们小孩，还有……”小X越

说越激动，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我静静地听着，细细地想着。孩

子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小X与家长闹

不和的主要症结，原来是家长“轻诺寡

信”造成的。我轻轻拍了拍小 X 的肩

膀，安慰他：“有话好好说，不要和家人

闹矛盾，可能父母有自己的难处，理解

万岁。”小X走后，我陷入了沉思。

生活中，常见一些家长为了激励

孩子好好表现，时常给孩子许诺：只要

你考个全班第一，爸爸给你买个智能

手机；期末拿个奖回来，过年给你发个

大红包；这次比赛得第一，带你坐飞

机、看大海……真可谓五花八门。说

者无心，听者有意。孩子眼里，家长说

的话不是假话，哪有爸爸妈妈对自己

孩子撒谎？

然而一些家长反复给孩子许诺，

兑现的却不多，很多时候是“说说而

已”，是在“哄”孩子开心，以为小孩子

可以哄一哄，逗一逗，不当真。

孩子却相信父母说的每一句话都

是真的，当他们经过努力，达到父母的

要求时，他们的内心一定满怀喜悦，充

满期待，急切地盼望父母兑现承诺。

家长的一句“好，下次吧”，一声“过几

天吧”，给孩子内心带来多大的伤害。

孩子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渴

望变成了“失望”。更有甚者，孩子还

会遭到家长的怒骂：“你这孩子，不好

好读书，一天到晚要这要那，还像个学

生吗？”强势的家长面前，孩子成了被

训斥的对象，他们只好不再解释，默默

忍受。

家长一次次地轻诺，却没有守信，

时间长了，孩子开始怀疑家长，开始不

相信大人说的话了，渐渐地，孩子的性

格也会变得孤僻，易发脾气。

其实，很多事情，不能光想着孩子

的“不对”，家长应从自身的言行去找

原因。像小 X 的家长这样，以各种理

由搪塞孩子，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带来

的危害便是降低了家长在孩子心中的

形象，让孩子产生不信任感，进而与家

长对立起来，“顶撞事件”难免发生。

许诺奖励孩子，让他们在激励的氛

围里快乐成长本没有错，但请一定做到

“别轻易给孩子许诺”，如果许诺，便应

及时兑现，一时难以达成诺言，也要给

孩子作好解释，减少误会，增进理解。

别轻易给孩子许诺，实质是平等

地对待孩子，保护其自尊心，让他们自

信地面对每一天。家长为孩子作好表

率，孩子才会受到良好的影响，成为一

个说话算数、有礼有节的人，孩子也才

会在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幸福生活，健

康成长。

童谣声起
垃圾分类入人心

“绿小弟、红姐姐、蓝妹妹、灰小

哥。”成都师范附属小学“雏鹰合唱

团”乐耳乐队的 6名队员身着自己设

计的体现垃圾分类四种色彩的道具

服装，在架子鼓、电吉他、键盘手、贝

斯的节拍中，巧妙地将垃圾分类与摇

滚音乐结合起来，卡通化的创作歌词

欢快贴切，动感的旋律直达人心。

这首名为《蓉娃“净”行曲》的MV
在成师附小发布。这支乐队中最小

的队员还在上三年级，他们在寒假里

历经7天排练，默契配合，歌曲一发布

便引发师生强烈反响。

“让我们当好宣传员，认真学习

《成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增强意

识、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广泛宣传垃

圾分类，共同肩负起保护家乡环境的

历史责任。”乐耳乐队的成员们在新

学期开学典礼上呼吁。

在今年寒假，成都市少工委向全

市少先队员发起“小歌曲 大合唱”垃圾

分类童谣创作传唱活动。以成师附

小、盐道街小学、草堂小学西区分校为

代表的师生们积极响应，作词作曲，在

新学期的舞台上唱响垃圾分类童谣。

在盐道街小学，学生们创作的童

谣《绿色地球我塑造》，结合学校特意

准备的垃圾分类知识书签、科普展板

等载体，引导师生树立绿色环保意

识，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带动家庭、

学校、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

“垃圾是个大杂烩，扔前请你分

分类。”草堂小学西区分校师生原创

童谣作品《垃圾分类“YI”起来》旋律

优美，节奏活泼。在这背后，自发创

作歌词和主动参与让学生们深感“垃

圾分类的重要性”，自觉形成垃圾分

类意识。

成师附小少先队辅导员黄鹭认

为，在小学阶段，童谣传唱活动让孩

子们意识到垃圾分类要从自身做起，

更加积极参与学校、社区组织的环保

主题活动。

与此同时，成都市教育部门也纷

纷响应。成都市教育局联合多方编

印《成都垃圾分类手册》赠送中小学

师生代表和社区居民代表；锦江区教

育科学研究院为学校师生编写了《垃

圾分类校本实施指导手册》，给每所

学校提供了落实垃圾分类活动可借

鉴的操作策略；青羊区教育局准备

《垃圾分类模拟题（青羊卷）》试卷，创

新的形式吸引了师生、家长的注意。

童谣声起，垃圾分类的呼吁不仅

被传唱至成都的各个校园，也通过

“小手拉大手”，让环保意识在家长和

社区的传播中深入人心。

成师附小五年级学生程与晗在

寒假里参加乐队排练，这得到了父母

的大力支持。

“学校在开展知识宣讲、氛围营

造、创作文化产品、参与社会监督等

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家长也要积极配合学校活

动，争当垃圾分类志愿者，努力带动

自己的家人一起参与垃圾分类。”程

与晗妈妈说。

实践活动
师生上阵活力显

3月 5日，彭州市延秀小学“学雷

锋”实践活动——“我是小小垃圾分

类宣传员”志愿服务活动拉开序幕，

学校两个校区 75个班级中，共有 120
名孩子积极参与，走进彭州市大街小

巷，将垃圾分类进行到底。

活动中，少先队小骨干们竖旗

帜，立标杆，在该校大队辅导员陈莉

老师的带领下，兵分四路，宣传垃圾

分类知识。

“叔叔，请问您知道成都市规定

生活垃圾分为几类吗？”“大棒骨属于

什么垃圾呢？”有的队员向家长发放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单，讲解垃圾分类

知识。孩子们准备充分，讲解专业，

在一问一答的互动中宣传成效显著；

有的队员制作好红蓝绿灰四色盲盒，

组织大家参与垃圾分类游戏，正确分

类可获得小奖品；有的队员以校园为

中心，在周围街道巡逻起来，充当卫

生管护员，将垃圾捡拾进随身携带的

垃圾袋中……

“为了保证此次活动的顺利开

展，学校在活动前特邀省内有关环境

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学校为队员们开

展垃圾分类专项培训。”陈莉告诉记

者，一个小时的垃圾分类讲座让学生

收获颇丰，用所学知识在活动中转化

为“小小老师”，有效地指导了师生和

家长。

陈莉感慨，相比垃圾分类的知识

宣传，走出校门开展实践活动，一方

面让师生从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生活行动；另一方面，让

垃圾分类的理念走出校门，更好地影

响了社区，树立了榜样。

行胜于言，像延秀小学这样把垃

圾分类寓教于乐开展实践活动的形

式，在《成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颁布

后不在少数。

3月6日，成都市图书馆阳光课堂

在小朋友的欢声笑语中开展了垃圾

分类少儿活动。卫生间纸巾、口罩、

中药西药以及电池等生活中我们习

以为常的垃圾，在趣味游戏中找到了

各自的“垃圾分类色彩”。

对《成都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

强烈呼应背后，源于成都师生长期以

来对垃圾分类的关注。

早在 2019 年 12 月，成师附小便

与环保公司展开了合作。“合作中，师

生们坚持养成垃圾回收习惯。学校

每个班级都设有环保回收袋，每个星

期班级会设置回收主题，比如纸张、

衣服、毛绒玩具等，学生们会根据主

题，把家里可回收的物品带到学校，

放入回收袋中。”黄鹭介绍。

“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

现在做起，少先队员们在垃圾分类

活动中发挥了榜样作用。师生们自

觉分类投放在学习、生活等场所中

产生的垃圾，通过减少一次性产品

使用、增加二手物品利用、优先选

择再生物品等方式减少垃圾产生

量，尽己所能为建设美丽成都贡献

着自己的力量。”成都市少先队总辅

导员舒婧说。

最近，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启动

垃圾分类了。上海市从 2019 年 7
月就率先开始全面实行垃圾分类，

成都市也从今年3月开始正式实施

垃圾分类。上海的垃圾分类政策

一启动，小区里便开始“撤桶”，楼

道里以前的垃圾桶都撤掉了，必须

每天自己把垃圾分好类，投递到指

定地点。这个活可不好干，又脏又

累又臭。为此，我们家召开了家庭

会议，想推举一名成员负责这个不

招人待见的“工种”。没想到儿子

俊哥居然自告奋勇地把任务承担

了下来。我和俊爸悄悄说，俊哥不

是一时图新鲜吧，觉得这事好玩才

主动承担。俊爸说，先不下结论，

日久见人心。

于是，俊哥就开始了他的垃圾

分类工作。先指导大家怎么分类，

俊哥当起了“老师”，拿着居委会发

的指南，给七十多岁的姥姥、奶奶，

三岁的弟弟，还有我和他爸一一讲

解。我和他爸还比较好“教”，听得

懂他说啥。老人和弟弟就比较难

了。俊哥很有办法，他对老人讲的

时候，用方言，还举例；给弟弟讲的

时候，他怕弟弟听不懂，就结合图

片，告诉弟弟哪些是干垃圾，哪些

是湿垃圾，哪些是有害垃圾，哪些

是可回收垃圾……俊哥讲得头头

是道，弟弟听得津津有味。平时很

性急的俊哥，在弟弟面前，在他的

职责面前，居然变得耐心起来。弟

弟在俊哥的教导下，也懂得了如何

做好垃圾分类，每次吃完糖果，他

都会把糖纸扔到家里的干垃圾桶，

吃完红枣则会把枣核吐到湿垃圾

桶，还自豪地说：“是我哥哥教我

的！”俊哥听了一脸得意。

讲解还比较好对付，扔垃圾就

不那么好玩了。垃圾又脏又臭的，

尤其是夏天高温时，恶臭难忍。但

是俊哥既然接了这个活，就毫无怨

言地坚持做了下去。每天晚饭后，

他先把垃圾收好，分好类，下楼扔

到指定地点，回来好好洗手后才开

始写作业……我看着心里可欣慰

了：这个调皮蛋，还挺有担当，把小

事做成了精品。在又脏又累又臭

的“工种”面前，他很坚持，很隐忍，

成为了一个垃圾分类小达人。

在家里这样做之后，没想到俊

哥积累的经验促成了他被推举为

班里的垃圾分类组的组长。俊哥

把在家里进行垃圾分类指导的方

法用到学校，给班里的同学们讲解

垃圾分类的意义、生活中如何进行

分类、有哪些注意事项等等。当老

师把俊哥给同学讲解垃圾分类的

视频发给我看时，我真的觉得孩子

瞬间长大了，有担当了，爱劳动了，

爱环境了。学校有同学不遵守垃

圾分类规则时，俊哥就对他们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还说：“我家三岁

的弟弟都知道垃圾分类了，三岁小

孩都知道了，你肯定没问题！”这么

一说，同学们也不好意思乱扔垃圾

了。班主任老师连连夸赞俊哥做

垃圾分类工作有水平、讲方法。

别轻易给孩子许诺
■ 邱达官

我家有个垃圾
分类小达人

■ 王莉

垃圾分类垃圾分类，，蓉城娃在行动蓉城娃在行动

随着城市发展日益加快，生活质量日益提升，生活垃圾的数
量越来越多，成分越来越复杂，已成为突出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有数据显示，在成都，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量约为1.8万吨。

今年3月1日，《成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新学期
到来之际，垃圾分类话题也引发了成都师生的强烈反响。师生
如何认识并参与垃圾分类？孩子们在垃圾分类活动中做了什
么，有何收获？近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访。

■ 记者 陈朝和（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学校提供）

成师附小“雏鹰合唱团”演绎自创的垃圾分类童谣 （陈朝和 摄）

彭州市延秀小学学生走进大街小巷，当起垃圾分类宣传员。 孩子们参与垃圾分类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