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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亲子作业，是一种

在老师指导和家长帮助下，用

孩子的表达来完成的一种亲

子作业，包括书面作业，也包

括动手操作和亲子体验的实

践活动。

可是很多家长想不通，明

明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为什

么要那么折腾，既要找作业

“素材”，又要绞尽脑汁想创

意，这种“超纲”的亲子作业，

最后都变成了家长的作业，这

分明是幼儿园给家长出难题。

这亲子作业，家长不帮忙

还不行，要是作业完成不了，

幼儿园会说家长不配合，孩子

的自信心也会受挫，不仅要

做，还要尽最大的能力做好。

可是，家长们白天工作累了一

天，下班回家又要做饭，即便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累得够

呛。

很多家长也明白，优秀的

孩子，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培

养出来的。问题是，“超纲”的

幼儿园亲子作业，变相布置给

了家长，对孩子有什么意义

呢？

“幼儿园布置亲子作业的

目的，是培养孩子动手能力、

促进亲子间关系。”重庆市教

科院副院长王纬虹建议，老师

在安排亲子作业时，应考虑是

否适合孩子实际能力和家长

的承受力，不要在数量和质量

上要求过高、过精，只要家长

与孩子都参与了，那就足够

了。

此外，亲子作业对孩子的

影响，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

程，它可以培养孩子多方面的

能力。

“创造力是孩子把想象的

事情变为现实的能力，它是孩

子学习的动力，也是孩子重要

的潜能之一。”加冬梅说，孩子

们刚开始接触这个世界，最开

始只能通过想象力来解释他

们心中的疑惑，于是天生好奇

就 成 为 了 孩 子 最 宝 贵 的 品

质。幼儿园布置亲子作业，也

正是利用孩子的这个特性，想

通过游戏性质的一些手工制

作、美术作业等，鼓励孩子创

造性地去制作一些小东西。

家长的动手能力和对事

物的理解能力虽然强，但却导

致思维僵化，缺乏孩子们的那

种想象力。

“之所以亲子作业让家长

都觉得很难，就是想借此来刺

激孩子的想象力，孩子负责天

马行空的想象，家长负责把想

象变成现实。”加冬梅说，孩子

的想象力虽好，但动手能力却

差了一点，所以幼儿园亲子作

业，一开始是在家长主导的情

况下被动参与，然后慢慢变为

在家长协助的情况下自己动

手。孩子在实际操作中，锻炼

了手眼协调能力，也进一步激

发了孩子的创造力。

在 幼 儿 园 的 集 体 氛 围

里，孩子会认识到亲子作业

的趣味性，然后对完成作业

的主动性会大大提高，最后

就会主动参与，享受其中。

然而，亲子作业的难度却一

点都没下降，这对孩子的挑

战依然很大。

“想要完成好作业，孩子

除了要动脑筋思考，还要去向

身边的大人求助，这不就刚好

培养了孩子的合作精神，锻炼

了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吗？”

夏凌经常跟家长分析，当今社

会，已经从“一人强”变成了

“团队强”的社会化分工，孩子

拥有了合作精神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后想不优秀都难。

优秀的孩子，从幼儿园亲

子作业开始，这需要家长在帮

助孩子完成亲子作业的同时，

多关注孩子的想法，多用启发

方式，鼓励孩子多动手。

为了让幼儿园亲子作业

起到真正的教育作用，幼儿园

和家长也需注意，要帮助孩子

享受完成作业的过程，而不要

把它变成一种攀比和竞赛。

“自从孩子上了幼儿

园，我也被逼成了手工达

人。”“孩子已经睡了，我和

孩子妈妈还在加班做老师

布置的作业。”……在社交

平台上，家长们对亲子作

业“雷人”“折腾”的吐槽并

不鲜见。不过吐槽之余，

家长们还是不得不亲力亲

为、力求完美。

在第十个全国学前教

育宣传月，面对这个绕不

开的话题，我们采访了部

分家长、幼儿园园长以及

专家，共同探讨亲子作业

究竟是出于教育目的，还

是故意为难家长呢？

别让亲子作业变成家长别让亲子作业变成家长““亲自作业亲自作业””

近些年，网络上不断有对于幼儿园

亲子作业的“吐槽”。为了让家长加入

家园共育之中，除了定期的亲子活动

外，老师还会布置一些亲子作业，让家

长带着小朋友一起完成。

原本，老师布置亲子作业的出发点

在于增强家园互动，增进亲子感情。然

而，现实中的情况却有些“跑偏”：作业

是用鸡蛋壳作画，于是晚饭就变成了

“全蛋宴”；第二天要求带 20个雪糕棍，

于是一家人在小区门口发起了免费雪

糕，吃完了得把棍儿留下；贴画要用瓜

子皮来做，想买都没地方卖，只能现嗑，

家长发朋友圈：“一晚磕了两斤瓜子，都

整上火了，最后粘了两只猫头鹰。”

看起来，老师布置作业的初衷是教

孩子学会利用废品、身边的材料来创

作，然而一刀切地布置任务，却让亲子

作业失去了它的意义，给家长造成了负

担。

因此，有的家长表示不满，认为幼

儿园帮忙看好孩子就可以了，没有必要

走这种“家园共育”的形式，让家长在劳

累一天之后回到家还要遭受“折磨”。

虽然多数家长觉得幼儿园布置的

部分亲子作业是一种负担，但也有家长

觉得亲子作业增加了亲子互动时间，还

是不错的。

“我觉得幼儿园的出发点是好的，

希望家长能多陪陪孩子。”绵阳市花园

实验幼儿园中班家长蒋先生说，“而且，

幼儿园布置的作业大部分都是精心设

计过的，着眼于幼儿身心发展的各个方

面。”他举例，之前和孩子一起做红色书

籍，大人先把革命故事写出来，然后由

孩子完成绘画部分，做成一本小书，最

后，家长把红色革命故事讲述给孩子

听，孩子听熟了以后再讲给大人听。“这

种作业互动性比较强，小朋友学习了，

家长也找回了童年的感觉。”

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小班的周先生

说：“其实我们也忙，但孩子的作业‘逼’

我们放下手中的事，陪小孩一起玩。其

实，这个‘逼’，有时候也就是当下的感

觉，当你享受过程，就能享受其中的快

乐。”周先生还表示，通过亲子家庭作业，

家长们之间的互动也更多了。“我们组成

了学习小组，家长之间因为孩子的作业

熟络起来，现在不少都成为朋友了。”

2012年，国家颁布的《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

提出，要防止和克服学前教育

“小学化”。绵阳市教工幼儿

园园长夏凌表示赞同：“学知

识是重要的，但在这之前，学

前教育需要教会孩子怎样生

活，培养孩子的‘软实力’。”

教工幼儿园展馆的门柱

上，装饰有很多用薯片桶、鞋

盒、矿泉水瓶、纸板做成的、各

式各样的“机器人”：章鱼机器

人、坦克机器人、雷达机器人，

在零部件的连接处，泡沫胶、

透明胶带缠得很醒目。

夏 凌 介 绍 ， 这 些 机 器

人，都是孩子们从家里带来

各式各样的废旧物品，在园

里汇聚成一个材料库，再从

其中挑选组合，在园里动手

完成的。除了毫不“避讳”

的胶带，这些机器人还有各

种各样的“毛病”，长短手、

大 小 眼 、 歪 脑 袋 、 比 例 失

衡 、 成 色 旧 ……“ 你 看 这

些，可能觉得挺丑的？但它

们就是真实的、孩子们的作

品。”

此前一段时间，教工幼儿

园的老师们也作过心理斗争，

认为全靠孩子自己动手做的

东西“不完美”。“但不完美的

才是儿童的、真实的，何况大

部分成人做出来的也不是完

美的。现在，老师们都发生了

很大改变，敢放手让孩子去做

了。”在夏凌看来，重要的不是

作品好不好看，而是孩子是否

用心投入其中。做一个机器

人，这个纽扣是暂停，这个立

着的是天线，这个薯片桶是攻

击敌人的大炮，这块方的能喷

火，推动机器人飞上天。……

绘画也是一样，好不好看是其

次，重要的是孩子能拿着这幅

画讲出故事来。

绵阳市花园实验幼儿园

教务办副主任加冬梅，既是老

师，也是孩子刚刚从幼儿园毕

业的家长。对于亲子作业，她

认为无论是孩子单独完成，还

是需要家长配合，都需要精心

设计才能达到效果。“站在一

个教育人的角度，亲子作业其

实更多的是出于鼓励亲子陪

伴的考虑。现在的家长基本

都是双职工，陪伴孩子的有效

时间比较有限。亲子作业，也

是引导家长可以用这种方式

来有效地、高质量地陪伴孩

子。”

花实幼的亲子作业有阅

读、运动，还有社会实践，旨在

增强孩子社会性、综合能力。

并且，这个任务单建立在家长

的意见和需求之上，更多地是

提供建议和引导。“比如，我们

推荐每天 30 分钟的亲子阅读

时间，如果在你的家庭不合

适，那么你可以按自己的情况

调整。只要用心做好每次的

亲子作业，对家长和孩子，以

及整个家庭都是一个收获。

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时长，而在

于用心，在于陪伴的有效。”加

冬梅说。

作业流于形式
花样太多成负担

强调的是陪伴，而不是作业本身

家长要帮助孩子享受完成作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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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梁童童 张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