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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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灯之下，儿子专注于每一道题，

不再有令人烦躁的叹息声，这是一幅

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然而，就在几分钟前，一场父子之

间的对话刚刚结束。

“爸，我不想做这些题！”周末的晚

上，我刚回到家，儿子就开始抱怨。

“别一做作业就唠里唠叨，安心

点，沉下去！”我没有给儿子好言语。

“可我就是不喜欢这类题目，一点

儿没有挑战性！”儿子还在喋喋不休，

可我已经懒得再搭理他，向他投去不

耐烦的目光。儿子没办法，只能极不

情愿地低下头。

心态浮躁，眼高手低是儿子的老

毛病，我曾试着多次帮助他改正，但收

效甚微。看着儿子浮躁的学习状态，

我陷入了沉思。

前几天的校友聚会上，一位李姓

师兄讲述了他这些年的求学、创业经

历。李师兄说，大学刚毕业时，他在一

家工厂里打工，厂里竞争激烈，老板要

求严格。为了能站稳脚跟，他处处小心

谨慎，事事精益求精，很快掌握了工厂

的核心技术。后来，他离开工厂自己创

业，不断地技术创新，持续地开拓进取，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

李师兄说，之所以他能有今天的

成就，完全得益于当年在学习上对自

己的严格要求。那时的他无论面对什

么样的作业，都会认真对待，努力把每

一道题目做好，努力在每一次考试中

取得好成绩。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使

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让他养成了

优秀的品质。

想到这里，我似乎找到了教育儿

子的办法。

“儿子，你不喜欢做这些题目，是

因为题目太简单了吗？”我问儿子。

“是的，这样的题目没有一点儿思

维难度，做这样的题目简直就是在浪

费时间！”儿子说。

“你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其实每

一道题目都是有价值的。”我改变了刚

才简单粗暴的态度，尽量耐心地说。

“为什么呢？”儿子问。

“你看，我们平时常常会遇到难

题、简单的题、过程很复杂的题，曾经

做过的题等等，无论哪一类题，我们都

要认真对待。”我试图循循善诱。

“可我还是喜欢做难题，难题有挑

战性，能激起我的斗志！”儿子有些坚

持。

“那是因为你还没明白训练不同

题型的目的。这样说吧，我们可以用

难题来训练思维，用简单的题来训练

细心，用过程繁杂的题来训练耐心，用

做过的旧题来训练速度，这样的话，认

真完成每一道题目就都是有意义的。”

我耐心给儿子解释。

“这样行吗？”儿子对我的话还是

半信半疑。

“当然行啦，当你有了明确的行动

目标，就不会产生厌倦、懈怠的感觉

了，不信你试试看！”我鼓励儿子。

儿子点了点头，耐着性子开始认

真做题。

解决孩子的厌学问题，就是要在

孩子心里点一盏灯。我们不仅要给孩

子点亮学习兴趣的灯，还要让孩子明

白为什么要点灯，灯点亮之后能看见

什么。

很多家长在面对厌倦做作业的孩

子时，常常会感到没有办法，心里一着

急，就会对孩子施以责骂，但是这种简

单粗暴的办法效果并不理想。与其心

里干着急，不如从目的上给孩子寻找努

力的动力，让孩子明白每一次的努力都

是有价值的，这样也许更有可能激发孩

子的兴趣，让孩子学习更加专注。

前几天，老同学和我抱

怨，他家孩子整天嘟囔着想要

在游戏里充钱。“你家孩子会

跟你要钱给游戏充值吗？”“会

啊，不过都是我给他充。”他满

脸的难以置信，“为什么？你

不怕他上瘾吗？”“不会，我们

和他是有约法三章的。”

我对儿子有很清晰的认

识，他不是一块朽木，但也不

是佳木。与其吃力不讨好，逼

他去争第一，倒不如让他在取

得中上等的成绩后，拥有一个

更快乐的青春期。毕竟，游戏

也是一种社交手段，可以强化

他的交流能力和团队意识。

最重要的是，对青春期容易产

生叛逆心理的孩子而言，堵，

不如疏。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把

手机的支付密码改了，还关闭

了指纹验证。之后，才开始试

行方案。

我们给他设立了一批奖

惩措施，最低两块钱，最高不

超过二十块，颇有一种钓鱼的

感觉，既让他看到挣钱的希

望，又不会因为“鱼饵”过小而

放弃，或者失去毅力。

不过，在所有的奖励条件

里，并没有和成绩有关的。我

一直给孩子灌输一个观点，就

是学习是为他自己学的。这

不是口头上的一句宣言，它需

要我们从方方面面去维护和

论证。我们不能将学习变得

功利化，通过努力学习取得进

步，在成绩上得到提高，他自

然而然地会产生成就感，这是

对他之前的拼搏最好的嘉

奖。但如果以此为理由用物

质来奖励他，就会有一种交易

的性质，他会下意识地以为他

学习是为了我们，长此以往，

就会对他的价值观产生不良

导向。

于是，我把奖励的条件放

到生活里。孩子的成长绝不

仅是成绩的提高，品行、能力、

价值观等方面的成长更为重

要。我给他定了一些标准，比

如拾金不昧，每天刷碗、洗衣

服，坚持锻炼等，分别对应着

一定的零花钱。这样，他不仅

能感到金钱的来之不易，在使

用的时候也更会精打细算。

而如果他要把零花钱充进游

戏里的话，必须要由我亲自来

充。这样，我可以杜绝他编造

谎话，偷偷充钱玩游戏。

当然，惩罚也是要有的。

比如，到了规定的时间还不交

手机，或者作业的字迹很潦

草，就要扣掉当周的零花钱，

甚至连着下周的钱一起扣

掉。而如果他擅自把钱偷偷

充到游戏里，数量少的话，就

把游戏里的装备、皮肤等全部

销毁；数量多的话，就把账号

直接注销，还要打下欠条，这

些钱都要他“义务劳动”来偿

还。

我细算了一下，一个月下

来，用来奖励孩子的钱远不如

以往被他用各种名头要走的

钱多，而且儿子还经常在外面

炫耀，“这钱都是我爸爸给我

充的，他允许我玩游戏哦！”

“哇，你爸爸好开明啊！”无形

之中，父子情谊得到了极大的

增进。

让我更觉得欣慰的是孩

子的成绩始终都保持在良好

的水平。可能是愿望被满足

后，不会再心心念念，反而可

以更专注于学习，成绩还向上

游水平稍微靠拢了些，这也算

是意外之喜吧。

我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

代的游戏，网游是这个时代必

然的产物。如果把它比作洪

水，家庭教育就像是大坝。一

味地拦截并不是解决之道，合

理地拦蓄与泄洪，才能保证堤

防稳固，最终保全下游的万顷

良田。

诗朗诵
感悟诗歌的美与力

“同学们，知道陈毅是谁吗？”

“知道！他是我们的开国元帅！”

“他是我们四川人！”

“他还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者！”

诗朗诵的第一个环节，是由西南

大学客座教授符卫带着小朋友们鉴赏

陈毅的《青松》。

符老师为大家讲了一个陈毅的故

事：有一年，陈毅在一位亲戚家里过

中秋节，进门就发现一本好书，便专

心致志地读起来，一边读一边用毛笔

做批注。主人几次催他去吃饭，他都

没有去，主人就给他端来了红糖和糍

粑。他一边读一边吃，竟然错把墨汁

当作红糖，用糍粑蘸了墨汁就往嘴里

送。亲戚们看见一嘴漆黑的陈毅，都

大笑起来，陈毅却说：“吃点墨水没

有关系，我还觉得自己肚里墨水太少

呢！”

《青松》优雅，这个故事却表现出

了陈毅的风趣。两者结合，更加凸显

出一个活生生的，渴求知识、耐住寂寞

的共产主义者形象。在朗朗的诵读声

中，孩子们既感受到了诗句的美，又浸

润在诗人的精神中。

接下来，翡翠城社区一年级和三

年级的孩子身着汉服，分别表演了诗

朗诵《中华少年》和《将进酒》。

“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做火箭

去推动飞船，要像利剑把贫穷斩断，要

用爱心把世界相连……啊！这就是我

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少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

海不复回。”“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

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孩子们用饱满的情感大声吟诵着

诗句，稚嫩的嗓音将一古、一今两首诗

歌表现得充满力量。

最后一组诗朗诵《绝句·两个黄鹂

鸣翠柳》，由还在上幼儿园的 3个小姑

娘表演。尽管年龄小，她们却毫不怯

场，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边朗诵着诗句，

一边又比画又跳地还原出了诗中的画

面：拇指翘起，一只手就是一只黄鹂；

手掌交叠，黄鹂又变成了扇动翅膀的

白鹭……

家长们看得忍俊不禁，为孩子们

精彩的表演不断鼓掌叫好。

《毛诗序》有云：“诗者，志之所之

也，……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

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古时候，诗、

乐、舞几乎同时出现，都是为了抒发情

感。朗诵环节结束后，一位家长感叹

道：“诗歌，就是要这么朗诵，要表演，

才更‘有感觉’！”

飞花令
展现诗词的储备量

孩子们的诗朗诵，将小院里的诗

情点燃了起来，接下来的“飞花令”游

戏，更是激发了所有人的热情。

主持人明月老师先给出一个“春”

字。话音刚落，就有好几位小朋友举

起了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上台的小

朋友完整地背出了一首《春晓》。明月

老师问他，这是哪个作者写的呢？他

想了一想，回答：李白。这下，台下就

热闹了，其他孩子纷纷纠正道：“是孟

浩然才对！”

接下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

知。”“春江潮水连海平。”“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孩子们绞尽脑汁地

搜刮着脑海中跟“春”有关的诗句，一

个下去了，另一个马上又跟上，还有的

小朋友因为一直没被叫上台，一边举

着手，一边急得在原地又蹦又跳。

昊昊终于得到机会上了台，但当

老师把话筒递给他时，他却有些紧张，

过了几秒钟也没有说出句子。明月老

师邀请大家一起鼓励昊昊，在掌声中，

昊昊终于放开了胆子，念出了一句：

“二月春风似剪刀。”有些害羞地、欢快

地跑下了台。

“江”“花”“月”“夜”……一轮又一

轮，孩子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别看他们

年纪小，诗词储备量却不少，赢得了家

长们的阵阵掌声。

书市交友
经营自己的小铺子

时间匆匆流去，暮色渐渐降临。

小帐篷上的灯光如星星般亮起，到了

书市交友的自由活动时间。有“摊位”

的小朋友回到了各自的帐篷前，整理

好书本、玩具，准备开市。没有摊位的

小朋友就是“顾客”，可以买下心仪的

物品，也可以与“老板”商量，用自己的

书和玩具换。

每一顶帐篷，都经过了精心的装

扮，显示出摊主独特的个性风格。帐

篷顶端，有的插着风车，有的挂着风

筝，有的装饰上一只仙女棒，有的绑上

了小型的钓鱼竿。一顶帐篷被命名为

“superman—小火车”，据摊主介绍，因

为他特别喜欢小火车，也特别喜欢超

级英雄；一顶帐篷挂上了“六月时

光”的牌子，因为是 3个好朋友共同

“经营”这家店，而他们 3 个都是六

月份生的。

一时间，小院里又换了一种方式

热闹，“走一走，转一转不买可以，看一

看；转一转，走一走，不买可以瞅一

瞅！”“妈妈，给那个阿姨找 13 块钱。”

“叔叔，这边可以扫码。”各种声音此起

彼伏。

逛完了书市，小朋友们还可以去

跟老师学习画扇子、投壶、对诗词，体

验古人的娱乐方式。原本用来表演的

舞台，挂上了一串星星灯，每一个灯下

都绑了一张诗笺。有的是谜语，有的

是猜诗词作者，猜对答案的小朋友就

能获得一个小奖品。

家长李女士说：“这次来参加活动

收获颇丰。”李女士的女儿尽管没有摊

位，但她整理出了几本书和玩具，换到

了新的物品。女儿性格比较文静，在

这次诗词会上还上台背诗了，这让李

女士很是惊喜。“孩子平时也比较喜欢

古风，这次来也是感受一种传统文化

的熏陶。其他小朋友都好厉害，算是

长见识了。”

锦江区翡翠城社区党委书记高香

茹介绍，此次诗词会是“翡翠城伙伴成

长计划”微研学项目”中的一个。项目

以“伙伴成长，助力教育”为核心，进行

人文、艺术、科学三大领域布局，充分

利用社区内艺术馆、公园等空间，以期

促进社区青少年全龄段、全方位素质

能力提升。同时，也让社区居民了解

并喜爱家门口的公园，培养对社区家

园的归属感。

以传统二十四节气为线索，翡翠

城社区的整个微研学课程分春夏秋冬

四大体系，融合诗词、戏剧表演、绘画、

写作等多种艺术形式。接下来，活动

将进入“夏”篇，青梅煮酒、夏至测日

影、大暑寻萤火等活动即将开始。

孩子，你专注的样子最可爱

合理奖惩
游戏适度

■ 仇士鹏

■ 彭涛

趣味花间诗词会

以诗润心以诗润心 以书会友以书会友

夕阳斜晖脉脉，晚风温暖怡人。周

六傍晚，东湖公园的一个小院内，十几

顶黄、白、蓝的小帐篷顺着院子里的灌

木丛依次排开；帐篷前的空地，一个个

小蒲团也列队成了方阵；屏幕上，正滚

动播放着一首首优美动人的诗词。身

着汉服的小朋友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有的装饰着自己的帐篷，有的去别人

的帐篷里串串门，还有即将上台表演

的正在练习。……有的家长也换上了

汉服，挽起了发髻，让小院里的国风

氛围更加浓厚。

这是成都市锦江区翡翠城社区主

办、一点通教育承办的“我在东湖等您，

花间诗词会”主题微研学活动开始前的

场景。活动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出发，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让

孩子们对古诗词产生最基本的感性认

识 。这场“花间诗词会”分为诗朗诵、

飞花令、书市交友等环节，让孩子们在

发现诗词之美的同时，也和邻里亲朋分

享好书，共同创建美好社区空间。

■ 记者 梁童童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