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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无声，时光有情。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端午假期，回了趟家，因着办理转

组织关系的手续，特地向单位多请了

一天假，早晨送女儿去幼儿园。想起

来有些愧疚，女儿在幼儿园的 3 年期

间，前后接送她的次数屈指可数。而

这次可能也是她在幼儿园阶段，我最

后一次送她入园了。

想起3年前，女儿临近入园年龄，

我为选择哪所幼儿园多处奔走了解，

最终选择了一所实验园，主要因为它

是遵循幼教的阶段特点，不盲从于“小

学化”的幼儿园之一。

我历来反对那些把能背诵几首

诗、认多少字作为评判三五岁的孩子

是否聪明的行为，尤其是有些父母乐

此不疲，实在让人感到痛心。有多少

孩子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对学习的

原始兴趣早早地就被扼杀在这个阶段

了。与这些片面的外显行为相比，在

游戏化、生活化、主题化的情境中促进

幼儿社会性、人格品质的发展才是真

正对孩子的未来负责。打个比方，在

学跑步这件事上，幼儿园的使命不是

教授跑步的技能技巧，而是让孩子认

识跑步、喜欢跑步，以至于学会跑步

后，能够保持一种持久的跑的精神和

姿态。

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

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

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

熟的果实，它们既不丰满也不甜美，我

们将造就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

龙钟的儿童。

人一生的基本难题和重大难题，

如直立行走、手足分工、掌握语言、

习得行为、学会审美等，主要都是婴

幼儿时期解决的。回溯女儿的3年幼

儿园生活，翻看期间存储的照片或视

频，我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女儿从幼儿

渐入童年的成长路径。经过这宝贵的

3年，女儿在生活上渐渐具备了一些

自理能力，穿衣吃饭已能独立完成；

运动素养得到培养，球类游戏、跳

绳、跑步等运动技能有明显提升；艺

术潜能得到激发，对音乐、绘画等艺

术形式的形象认知基本成型；动手能

力进步最大，参与主题区域游戏和手

工制作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语言

能力得到强化，能够基本准确而具体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审美水平

得到发展，能够简单地认识和创造一

些“美”；思维方式得到训练，初步

具备了一种以个体认知和自我体验为

主的思维习惯；合作意识得到强化，

逐渐懂得与他人相处，有时能够在与

人分享中体验到快乐；学习兴趣得到

培养，有时能够带着明确的学习任务

进行较好的自我管理。

以上种种成长也能较明显地体现

在日常生活或学习中。比如，她愿意

主动承担一些家务活，愿意主动与我

们交流，愿意主动照顾妹妹，愿意听

我们说一些道理和建议，愿意主动学

写字。……我在这里强调女儿的主观

意愿和“主动”行为，是因为对一

个孩子来说，不受客观环境影响和

制约下的语言、行为、心理、情绪

最能体现她在不同维度上的发展层

次。当然，女儿在这些方面也时有

反复，但整体上始终呈现出一种持

续向好的发展态势。何况，不稳定

性和反复性本就是孩子成长过程的

特性之一。

前几日，与女儿交流有关“美”的

话题，我提出，真正的“美”不是刻意为

之，更不是穿什么样的衣服，而是一种

价值实现带给自己和他人的愉悦体

验。她似懂非懂，但第二天却没有在

穿着上过度纠结。

马上要结业了，老师希望每一个

孩子都能录制一小段视频，把孩子想

对老师和同学说的话表达出来。我让

女儿先自己整理一下思路，把想说的

话告诉我，然后我用文字记录下来再

读给她听，最后再由她用自己的语言

进行加工表述、录制视频。录完后让

她自己先看，做出自我评价。这个过

程，我和女儿一起经历了融合思维、

聚焦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

的发展。让我尤感欣慰的是，女儿能

保持较独立的认知，并且这种认知

和思维习惯能够被老师认可和鼓

励。我知道，在千篇一律的群体样

态中，一个人若要保持一些基于主

流价值上的独立的个性化的符号并

不容易，而这可能也将成为在人工智

能不断发达、万物互联的未来，人最

大的意义所在。

“幼升小”阶段,孩子的心
理需特别关注

“家长真的了解孩子吗？也许很多

家长会说‘知子莫如父，知女莫如母。’但

是有些时候我们并未真正了解孩子，我

们对于孩子的了解太流于表面了，并不

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与其成长各个阶段

的心理变化。”冯淑蓉说，“教”和“养”从

来都不是分开存在的，需要家长更多地

了解和倾听孩子的内心，了解孩子成长

的关键期，不错过孩子每一个成长阶段。

冯淑蓉指出，孩子进入小学之后，一

般会经历兴奋期、厌倦期、适应期，每个

时期的表现各不相同。

第一个时期是兴奋期。很多孩子在

入学前都会心情激动，有的还会兴奋得

睡不着觉，充满即将成为一个小学生的

自豪感。“孩子刚入学时，都认为自己可

以当一个好学生，这时家长应给予其适

当的鼓励，增强孩子的信心。同时安排

好孩子的生活，让孩子晚上早些入睡。”

冯淑蓉说。

第二个时期是厌倦期。开学一个月

左右，孩子们的新鲜感逐渐消失，加上在

学校生活纪律上受到了约束，学习知识

也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部分学生会出

现因为负担重而不想上学的可能。“这部

分学生在新生中占有一定比例，但不是

很多。”冯淑蓉提醒家长们，如果孩子突

然说自己不想上学了，这时家长应仔细

分析孩子不想上学的原因，有针对性地

解决问题，千万别着急。

第三个时期是适应期。开学两个月

后，如果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携手同行，

就能使孩子较快地适应并喜爱学校生

活。平日里，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到超市、

书店或者就在小区走一走，和孩子聊一

聊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也要及时与

老师沟通，家校之间达成一致的教育理

念，才能让孩子更好地成长。

冯淑蓉指出，对于孩子而言，“幼升

小”的转换，心理跨度大于“小升初”和

“中学升大学”，这个阶段，孩子的心理需

要家长重点关注。

教育专家卓立说：“在一年级的时

候，我们全心全力花在孩子身上一个月

的时间，抵三年级以后一学期的时间，

抵六年级以后一学年的时间，甚至更

多。”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个关键时

期，留心观察、精心呵护孩子，接纳孩

子的负面情绪，耐心地与孩子交流，对

孩子在这段时期的心理进行引导。

好习惯是送给孩子最好
的礼物

父母都愿意把世上最美好的东西送

给孩子，送什么呢？

冯淑蓉给出的答案是，积千累万不

如养个好习惯。好习惯成就好人生，父

母要帮助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养好习

惯，一个好的习惯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

种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

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冯淑蓉说，好

习惯使人终生受益，特别是小学生，可

塑性强，小学阶段也正是习惯养成的关

键时期。

所谓习惯，是人们在后天形成的

一种在特定情况下，自动地去做某种

动作的行为和倾向。习惯是经过反复

练习而达到自动化的行为方式。

“小树易弯又易直，可塑性强。孩子

的年龄越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

教育对其的影响越大。”冯淑蓉告诉家长

们，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是幼年期和童

年期，孩提时期养成的习惯最为牢固，这

种影响可以持续一个人的一生。

那么，好习惯如何培养？冯淑蓉说，

习惯的培养有其固有的特点，只有掌握

了习惯形成的规律，才能帮助孩子培养

好习惯，纠正坏习惯。

对低段的小学生，家长需要培养他

们最基本的学习习惯，比如，孩子放学回

家后，让他们先做作业后玩耍。家长还

要教会孩子在完成作业后对当天的学习

内容进行复习，对第二天的课程进行预

习。要为孩子的学习提供固定、安静、良

好的学习环境，让孩子一踏入这个环境

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中。

这个阶段，家长还要注重培养孩子

的阅读习惯。在幼儿时期就开始培养起

阅读的习惯，会比成年后再来培养容易

得多，孩子也会在无功利性的阅读中发

现更多阅读的乐趣。

幼儿习惯的培养，大多都是靠着

父母的示范和引导。家长要抓住培养

好习惯的关键时间，重视“第一次”

教育，要具体指导，切忌空洞说教。

日常生活中，家长不要事事代劳，孩

子失去了自己动手的机会，自然难以

培养起自立的品格。家长要多培养孩

子的动手能力，鼓励孩子自己收拾书

包，放手让孩子去做力所能及的事。

和几个朋友一块儿聊天，天南海北，工

作家庭，无所不谈。“听说了吗？‘XX育儿故

事’公众号停更了，据说是因为那个育儿‘专

家’的孩子出事了。”刚才还很热闹的聊天场

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沉默。

“唉，现在培养个好孩子太难了，这世上

真有什么育儿宝典吗？”不知谁打破了沉寂。

“是啊，我家那个‘混世魔王’玩心太大，

粗心马虎让你猝不及防，真拿他没辙！”

“我家那‘混小子’也是一样，手机就是

他的命，成天泡在游戏里，中毒了一样！”

…………

不约而同地，大家就将话题集中在了孩

子的教育问题上。吐槽、诉苦、失望、无助、

消极和急躁的情绪，很快成了聊天的主要话

题。

优秀的孩子都是别人家的，自家的孩子

就只能是“落后分子”？父母不仅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还是陪伴教育孩子终生的老

师，没有科学的育儿知识，没有过硬的教育

本领，怎么承担得了这艰巨的任务？

我脑子里闪现出三幅画面：

清华大学才女武亦姝在专心学习，武爸

爸捧着一本书在认真阅读。灯光之下，孩子

的神情专注，爸爸的神态笃定。才女是如何

炼成的？武爸爸给了很好的答案。

多年前一个暮春的夜晚，参加完家长会

的父亲和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考试成绩不

理想，我的心情像路灯下长长短短的影子一

样起伏不定。父亲说：“考得不好没关系，下

次努力就行，上了初中爸爸就不会再打你屁

股了。”父亲突然的仁慈让我屁股上有了隐

隐作痒的感觉。

啪，我一把抓过孩子手里的课外书，扔到

窗外，然后恶狠狠地说：“作业还没做完呢，就

急着要看课外书，我看你是昏头了！”孩子水

汪汪的眼睛里射出委屈、怨恨，逼得我有些想

要后退。但我还是站住了没动，父亲的面子

在作祟，怎么也不能在孩子面前认错。

三幅画面，第一幅是根据相关报道产生

的联想，第二三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三个

不同的父亲，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每一个父亲都爱自己的孩子，都想成为

优秀的父亲，可现实生活中，优秀的父亲大

多是别人家的父亲。那么，横亘在自己和优

秀之间的障碍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是对孩

子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耐心。

因为缺乏理解和耐心，所以不能正确

面对孩子反复出现的错误。孩子的改变和

进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没有足够的耐

心接受孩子犯错，也就阻断了孩子成长的

机会。

因为缺乏理解和耐心，所以急切地想要

找到改变孩子的捷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

的个体，别人成功的经验往往是不可复制

的，盲目地学习模仿，反而会迷失教育孩子

的最佳路径。

因为缺乏理解和耐心，所以轻易地在孩

子面前流露出焦躁的情绪。情绪是最具感

染力的教育因素，父亲的稳重坚定，最有

利于孩子养成优秀的习惯与品格，要想孩

子成为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要成为什么

样的人。

孩子的成长与父亲的教育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对待孩子的成长，我们要相信静

待花开的美丽，要保持充分的理解和足够的

耐心。如果孩子没能崭露头角，大器晚成也

是不错的结果。

保持童心，向未来出发
——写在女儿幼儿园结业之际

■ 杨强劲

做父亲，我们距
离优秀有多远？

■ 彭涛

别错过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春播秋收，种植庄
稼要考虑植物生长的节
气，错过了节气，就会影
响收成。育儿也是如
此，孩子在每一个成长
阶段都有特定的规律，
在正确的时间采取正确
的育儿方法，就能事半
功倍，使孩子的潜能得
到有效的开发。

近日，由成都高新
区教育文化和卫生健康
局主办的“教子YOU方
学堂”邀请到四川省特
级教师、中国青少年研
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冯淑
蓉给家长们解析如何抓
住孩子成长的关键期，
满足孩子成长的心理需
要，与孩子共同成长。

■ 实习生 胡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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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有道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