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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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校之间

开学了，女儿却一点也不开心，

她感叹：“妈妈，为什么假期不能再

多一个月呢，我还没玩够呢。”放假

时，女儿每天睡到 8点起床，天天和

表哥表弟们在一起玩耍，每天过着

自由自在的日子。见她情绪有些不

对，我只好引导她说：“开学多好呀，

要是我，早就盼着开学了。”

“开学有啥好？”她叹口气，“一开

学，又要6点半起床；一开学，又有那

么多的作业；一开学，我就一点自由

也没有了，每天忙得像个陀螺，被老

师催，被家长盯，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觉得，一开学，便有很多美

好的事情发生，你应该非常期待才

对。”我一一说给她听。

开学了，又要见到亲爱的老师

和同学，多好呀。慈祥和蔼的老师、

团结友爱的同学，又要看到他们熟

悉的面孔了。同学中，肯定有不少

是你的朋友吧，和他们发生过很多

的故事吧，再见面，肯定会有很多惊

喜。大家围在一起讲讲假期的趣

事，讲讲自己的收获，谈谈自己的遗

憾，也是很开心的事。新的学期，大

家又能制造更多的故事。

开学了，会发很多的新书，多好

呀。爱阅读的孩子，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收到新书了。那些飘着墨香的

文字，会带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新

书内容丰富，精彩纷呈，那是特别值

得期待的事情。

开学了，可以学习新的知识，多

好呀。新学期又是一个学习新知识

的起点，老师每天都会教给你们新

的知识，享受知识的其乐无穷，那将

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开学了，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多

好呀。同学的情谊最纯真，每个人都

有优点，新的学期，又可以多发现其

他同学的优点，又可以多向别人请教

好的学习方法，让自己更进一步。

听我说完，女儿点了点头，不再

那么沮丧：“嗯，开学真是值得期待，

我要赶紧收好心，开开心心地过好

每一天。”

开学后，回到校园，很多孩子肯

定有些不适应，在孩子对开学有抵

触情绪时，家长应该让孩子懂得“开

学的美好”，帮助他们及早投入学习

的准备状态，让孩子从心底里知道，

每一次开学，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桐桐：
你好！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然

踏入中学的校门，不知道进入新的

学校，接触到新的老师和同学，你

是否适应？唉，怪爸爸多虑了，你

肯定能很快、很好地适应吧。因为

你呀，是个很独立的孩子。

记得6年前，你刚刚步入小学的

校门，我也是写了一封信给你。你

说，时间过得多快啊！就像作文里

写的那样：光阴似箭。此时此刻，我

的心情和当年一样激动，想说的话

有很多，但又怕说不对，写不好，总

是写了又删掉。从何说起呢？回想

我的初中生活，作为一个过来人，我

就与你分享几个问题吧。

进入初中，到了一个新的学习

阶段，你可能会感到压力重重，我

就是。当年，爸爸进入初中，到乡

里上学，那里会集了各个村子里学

习最好的学生，生来好胜心就很强

的我，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很快，

我找到了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的方

法，那就是确定目标。目标一定要

明确，有远有近，有大有小。当你

朝着一个又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

嘿，你会发现，脚步不那么沉重

了。不信，你试试。

你可能会厌倦学习，我就是。

学来学去，偶尔会陷入沉思：太累

了，不如不学了。学了有什么用？

当你感到厌倦的时候，不妨放下书

本，离开书桌，到大自然中去走一

走，做几件看上去很容易的事，再

读几条社会焦点新闻，不用别人说

什么，你自会明白学习最终是为了

什么。很多事情，别人可以给你建

议，但最终，有些重大问题更需要

你自己去想通。

你可能会遇到诸多疑惑，我就

是。初中阶段，你会经历青春期，

你还可能会叛逆，你会“自以为

是”，你会有很多的疑问解不开，不

要怕，只要你有喜欢和信赖的老

师，有三五知己，远离爸爸妈妈的

唠叨，你也可以轻松度过那段难忘

的时光。哦，对了，爸爸那时候喜

欢上了文学，那些文学名著也帮了

我不少的忙哦。

你还可能会喜欢上一位同学，

我就是。朝夕相处，难免心生情

愫，喜欢他的眼神、发型、说话的声

音……“喜欢”是多么美好的一个

词，要好好保护，不要破坏它。爸

爸那时候采用的方法是暗地里与

她较量——比学习，也是很好的动

力来源。等到走过那段路之后才

明白，那时候的“喜欢”有点酸，回

忆起来却有点甜。

初中三年，有三个问题会渐渐

清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的爱

好是什么？我做人的原则是怎样

的？所以，除了学习，你还要有意

识地去培养爱的能力，去温暖别

人，做事要变得从容、自信，对人要

宽容，要用自己的方式化解烦恼和

痛苦，永远别丢掉内心的善良和骨

子里顽强的意志。

闲言少叙，看你的了。

最后，祝你成功！

你的爸爸

“相较于小学，初中的学科门

类更多、考试压力也更大，‘小升初’

阶段的学生和家长感到焦虑很常

见。”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学

教研员黄祥勇说，“一些家长因为

担心和着急，给孩子报补习班，让

孩子提前学习，却会适得其反。”黄

祥勇表示，随着初中学科门类和学

习任务的增加，要求学生在课堂上

更加专注、认真，而许多学生因为

提前学习了相关知识点，加上青春

期容易出现炫耀心理、逆反心理，

上课时就不愿意再听老师讲课，久

而久之，养成了上课不认真、开小

差、注意力不集中的坏习惯。

在黄祥勇看来，整个初一阶

段都是“小升初”的过渡期。以

成都市的很多中学为例，近年

来，各校都在放缓初一的教学进

度，目的就是让学生自然适应中

学阶段的学习。因此，家长不需

要过分着急。

当然，进入初中后，部分学生

总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不会听

讲、不会记笔记，明明会的知识点

却总是做不对题。中学知识相对

小学来说，连贯性和逻辑性更强，

一个知识点没听明白，另外一个知

识点就接不上，导致学生不会做

题。黄祥勇说：“在初一年级，如果

想要快速进入学习状态，学生必须

培养自主学习和主动学习的能

力。”首先，在预习的时候画出重点

和难点，提出自己的疑问；其次，听

课时要聚精会神，并根据老师所讲

的内容做好笔记；最后，得会复习，

课后要能把当天所学的内容做个

小结，整理笔记，理解并掌握所学

内容，然后进行练习和错题矫正。

黄祥勇还建议，学生在做练习

时要定时定点，形成良好的时间观

念，并逐步学会合理安排时间，根

据课堂教学的进度，自主制订学习

计划，并严格执行。此外，他再三

强调学习专注度的重要性，“切忌

一边学习，一边玩耍，学习时认认

真真，玩耍时开开心心，才能真正

做到学有所获、劳逸结合。”

开学前，一些家长向我抱怨，再

不开学，他们就要疯了。为了融洽

亲子关系，促进理解，我建议每个家

庭召开一次家庭会议。

我在班级微信群发布了任务，

决定于开学前一天晚上召开家庭会

议。会议内容包括：回顾上期学习、

假期作业盘点、本期打算、共同建议

等。我还特别提醒家长，要让每个

家庭成员参与其中，并有专人负责

记录会议过程。然后，再将家庭会

议的照片和会议记录晒在班级群

里，避免将这次家庭会议开成对孩

子的批斗会。

会议中，有祖孙三代同堂，也有

幸福的三口之家，还有和远在他乡

的父母远程会议的……每个家庭成

员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家长

们纷纷表示：长久以来，因为自己太

善于说了，太着急说了，当孩子陈述

一件事情时，父母们往往过于相信

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孩子的感受。

家长们还说，这次家庭会议，他们走

进了孩子的内心，了解了孩子的想

法，以后要给予孩子更多的尊重和

理解。

会议结束后，每个孩子整理好

自己的暑假作业，并制定好新学期

可达成的小愿望，贴在教室的心愿

墙上。

这是一次家长与孩子共话成长

的会议，一次有温度、有深度的会议，

更是一次有效的亲子沟通。家长们

没有批评、指责孩子，而是心平气和

地与孩子交流，孩子看到父母的理

解、尊重和鼓励，也能学会理解和尊

重父母，增强学习、生活的信心。

孩子，开
学是美好的
■ 刘亚华

有 意 义
的家庭会议
■ 周术宏

给女儿的一封信
■ 郭雪强

孩子如何平稳孩子如何平稳度过度过
升学适应期升学适应期

上小学，孩子起不了床，总是迟到怎么

办？孩子性格内向，不爱跟老师互动怎么

办？怎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孩

子升初中，升学衔接班不让上了，成绩能不

能跟得上？如何做好小学和初中的衔接，

让孩子迅速适应初中生活，为中学阶段的

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又是一年开学季，学生们对假期恋恋

不舍，同时，家长们尤其是刚刚“幼升小”

“小升初”的学生家长们也在为孩子如何适

应新的学习环境，如何学好新增的学科知

识，能不能与老师、同学友好相处而感到焦

虑。那么，刚刚进入新学校的一年级新生

应该怎样快速平稳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呢？家长又该怎么做呢？我们邀请到几位

有经验的教研员和班主任来为家长和孩子

支招，帮助孩子全面了解新的学习生活，更

好地进入学习状态。

■ 记者 钟兴茂

长期以来，许多家长都被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误

导着，担心孩子在幼儿园阶段只

会游戏、玩耍，进入小学后，不能

很好地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于

是盲目地为孩子报补习班、衔接

班。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小

学教研员张碧荣提醒“幼升小”

阶段的家长，“先别焦虑，不要主

观臆测孩子需要学习什么，得了

解孩子的认知规律，循序渐进。

幼儿园的游戏、玩耍其实是对孩

子基本的空间观念、行为习惯的

培养，而补习班生拉硬套、死记

硬背的学习方式往往会破坏孩

子对学习的兴趣。”

在张碧荣看来，小学一年级

是孩子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养成

的重要阶段，家长别只“盯”着孩

子的学习成绩，得先帮助孩子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才能厚积薄

发，节节高升。

首先，面对新的学习环境、

老师和同学，孩子的倾听、理解、

表达能力与课堂学习效果和校

园交际情况息息相关，家长在平

时与孩子沟通或者讲故事的过

程中，要有意识地启发和培养孩

子的倾听、理解和表达能力。其

次，孩子持续思考问题的能力对

于学习效果也尤为重要，这同时

也关乎着孩子的意志品质，家长

需要注意的是，品德、意志的培

养，身教效果往往大于言传，父

母要以身作则，给孩子正面影

响。而具体到学科学习上，张碧

荣建议家长不能只看孩子某一

次的成绩，而应该与老师多沟

通，理解学科所要培养的核心素

养和关键能力，以此评判和引导

孩子。

针对家长们普遍担心的孩

子迟到、不善交流等问题，成都

市盐道街小学卓锦分校三年级

班主任兰岚根据自己的教学实

践，提供了一些建议。她认为，

家长要提前开始调整孩子的生

物钟，按照小学的作息时间叫孩

子起床，避免许多刚上小学的孩

子常犯的“迟到”问题。夏天穿

衣单薄，家长也可以试着让孩子

自己穿衣服，培养孩子的独立

性。平时的家庭生活中，父母与

孩子要多交流沟通，尤其是性格

较为内向的孩子，更需要轻松愉

悦的家庭氛围，父母要给孩子更

多表达的机会，这样孩子才能更

好地融入班集体。

至于孩子如何才能获得良

好的学习成绩？兰岚的观点与

张碧荣一样，认为好的学习习

惯的养成比提前学习知识点更

能帮助孩子适应小学的学习环

境，取得良好的成绩。她以自

己班里学生的经历为例，一年

级时，她班上的部分学生因为

上幼小衔接班的“老本”，即使

上课不认真，成绩也不差，但

到了二年级以后就渐渐落后

了，就是因为没有养成好的学

习习惯。那么，如何培养良好

的学习习惯？兰岚建议，家长

要有仪式感地让孩子认识到自

己身份的变化，认识到学生要

以学业为重，激发孩子学习的

使命感。然后，可以通过亲子

共读、写字练习、互相讲故事

等方式，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

““小升初小升初”：”：培养自主学习的关键技能培养自主学习的关键技能““幼升小幼升小”：”：养成良好习惯为终身学习奠基养成良好习惯为终身学习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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