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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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一个比较完美的学习

闭环分为“预习、听课、回顾、检验、复

习”几个环节，寒假过后，我家孩子在

各个环节全面崩盘，引起了老师的重

视，也引发了我们做家长的焦虑。

显然，仅仅责怪孩子是没有用的，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原因和改进方法。

在此之前，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观

点，深受启发——假如你家是个平静

空间，没有过度的争执、焦虑和压力，

它就成了能让孩子休憩疗愈的地方。

一旦他明白，每天结束的时候都有一

个地方来恢复元气，他就有能力回归

现实世界，更好地去应对压力。如果

父母本身就焦虑或者爱找茬，那么孩

子肯定感受不到这种社会支持，最终

我们既让孩子焦虑，又没帮上他什么

忙。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选择先求

助老师。经验丰富的老师们精准地从

孩子的种种表现分析出内在原因，并

给出了改进建议。为了提供更准确的

帮助，还列举了其他同学的学习经验

供我们模仿、学习。老师们重点强调，

家长和孩子要好好沟通，达成共识。

事实证明，有效沟通、达成共识，让孩

子自觉接受这个学习计划，也是我们

家能收到效果的根本保障。我后来复

盘了一下，如果达不成共识，最终结果

可能是孩子学习继续崩盘，亲子关系

变得紧张，说不定还会有其他不堪设

想的后果。

和孩子沟通我们也很谨慎。有研

究认为，孩子带着不同的焦虑倾向来

到这个世界。有些人无忧无虑，科学

家称这样的孩子为“蒲公英儿童”，像

蒲公英一样，这些孩子对环境非常不

敏感；其他孩子则是“兰花儿童”，具有

非常高的生物上的敏感性，他们对自

身接受的教育方式尤为敏感。我们反

复观察、试探，发现我家孩子基础是蒲

公英，某些方面略带兰花性质。于是

我们明确，先从建立信心开始。我跟

孩子分析了各科成绩，并暗示，我觉得

他成绩还可以提高一点，名次推进一

些。当时他也很沮丧，“妈妈，你看我

都进了‘加油站’，你觉得我可以吗？”

我马上判断出，这是个疑问句，不是反

问句，他是在寻求帮助，寻求鼓励。我

赶紧给了他肯定的答复，顺便把早就

准备好的原因分析、改进方式讲给他

听，在这个过程中，明确表示，爸爸妈

妈会和你一起参与到学习的各个环

节，我们认认真真完成每一个步骤，哪

怕收不到好的结果，我们都不抱怨、不

后悔。我发现，当我提到“和他一起”

时，他表情明显舒展了，说明他很在意

全家统一阵线这个方面，至少在形式

上他不是孤军作战，这给了他安全感。

在学习的方式上，基于基础和天

赋，我们选择了最不取巧的办法，全面

补基础。比如数学，就从每个单元练

习和考试的错题纠正开始，重新准备

错题集，严格按照老师教的步骤，自己

改正——到学校请老师复盘——自己

再次复习，巩固知识点。现在回想这

个过程，其实还蛮有趣，虽然当初经历

了波折。每个周末，我和孩子爸爸在

孩子做其他功课时准备错题本，等他

完成当周作业后再督促他做一个单元

的错题。所谓万事开头难，他最初几

个单元的错题量相当大，在这个过程

中依然有不会做的题。按照老师的指

导，他应该带着疑问回到学校当面请

教老师，直到弄懂。可是那个阶段他

不敢面对老师，自己改为迂回地请教

同学。我在他的错题本上经常看见那

些帮助过他的同学的名字，他自己也

时常向我炫耀：龙欣陶同学指点他的

英语，张涵杰、谭锦飞同学不厌其烦地

辅导他的语文，帮他一分一分提高。

就这样，上学期后半段，他已经很自觉

接受了这个模式，有时候，我们准备进

程没跟上，还会反过来被他督促。

“一起学习”在我家孩子看来，还

有另外的内容。周末，我们督促他学

习，那么周一至周五，他回到学校苦

读，爸爸妈妈是不是在偷懒？于是，我

去报了游泳班，孩子爸爸继续考各种

工作所需的资格证，我们定期向他反

馈学习进度。

可喜的是，我们的学习计划还是

有一定效果，孩子的学习态度、学习任

务完成情况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当

然，这都是和以前的他相比。我和孩

子爸爸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比较认真

地遵循了学校提出的家校配合原则，

相信学校、相信老师、相信孩子，找到

孩子的特点，找到适合他的方法，和他

同向而行。

体验“眼科小医生”

的活动，还有“寻找热气

球”“大师测眼轴”等项

目，这些项目需要对仪

器有一定的操作经验，

小朋友们只需要配合医

生检查就可以了。

一乐是第一个做完

所有项目的。他说，所

有项目中，他最喜欢“挑

战千里眼”，因为他就是

那个“千里眼”，能看到

视力表很下面的字母。

除此之外，“色彩的诱

惑”也不错，有一种猜谜

语的感觉。

而杨钰涵觉得“寻

找热气球”里面的热气

球很好看，因为色彩很

明亮，而周围又是暗的，

有一种在电影院看电影

的感觉。

从这次的体验活动

中，大家知道了眼科的

检查都是不痛的，以后

跟爸爸妈妈去医院检查

眼睛的时候不必害怕，

要尽量配合医生精确地

检查自己的视力。

体验完所有项目之

后，小朋友们搭着小板

凳，再听医生讲解爱眼

护眼的知识更有感触。

哪些行为可能伤害到眼

睛？用脏手揉眼睛、对

对眼、翻白眼、睁着眼睛

下水游泳等，都可能会

让细菌进入眼球，让角

膜发炎；长时间、姿势

不对地看书、看手机，

也会造成眼部疲劳，视

力下降；看书、看电

子屏幕，需要在光照

充足的地方进行，要

适时眺望远方或做一

做眼保健操，可以缓

解眼部疲劳；当眼睛

出现红血丝时，要注

意，这是眼睛在警告

我们：它累了！必须

要休息！……

回想起刚才做过的

那些检查，这些爱眼护眼

的知识更加牢固地“长”

在了孩子们的心里。

和孩子同向而行
■ 梅林

做做““眼科小医生眼科小医生”” 学护眼大本领学护眼大本领
■ 记者 梁童童 文/图

近日，成都新视界眼科医院迎来了一批“小医生”。成都市锦江区东湖街道翡翠城社区的小朋友们集结成一支队伍，来到这里进行了为期半天的“眼科小医生”体验。在这里，他们化身“小

医生”，为同伴进行检查，初步感受做眼科医生的乐趣和责任。

每位“小医生”都会拿到一张通关表，上面有相应的项目和检查栏目，依照表格指示完成相应的挑战，包括自己接受检查，给别人检查等。成都新视界眼科医院医生王月告诉孩子们：“进行

挑战时，要积极主动，还要勇敢、用心、仔细，才能完成好任务。”

第一个挑战医生角色的是褚皓。跃跃欲试

的他果断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医生一叫，他

立马蹦到了“讲台”上——由于视力表位置较

高，医院贴心地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他们的专用

讲台。

“手拿着指示棍，等‘病人’捂好眼睛，你就可

以指给他看了。”简单说明后，褚皓开始帮排在第

二的小嘉测视力。

测视力，看起来简单，个中却有许多细节需

要用心。褚皓小手一挥——指向了视力表上方

最大的那个“E”，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起来。老

师问：“你觉得她连这个都看不清呀？”

褚皓不好意思地也笑了，换了一排稍微靠下

的。老师说，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测视力，一般

都会从中部开始，如0.5、0.6的位置。

换字母的时候，最好也不要一次跳得太多、

太快，这样被测试者会跟不上，影响检测的效果。

重点是，一排字母中不能只指一个。“有的小

朋友看得不是特别清楚，就会试着猜，这样就算

猜对了，也不能算作是真实的视力水平。大家在

做检测的时候也不要去猜，看不清，告诉医生就

好了。”

看着褚皓像下跳棋一样地指视力表，医生连

忙“摁”住他，耐心地讲解着。

一只眼睛测完，该换另一只了。这一次，褚

皓的手法娴熟了许多，俨然一副眼科小医生的样

子。

在医生的指导下，褚皓仔细地核对了数据与

左右眼是否一致，然后认真把数据填在了小嘉的

表格上。

接下来，队伍里的小朋友挨个“上台”体

验当“小医生”。在褚皓做检测的时候，大家都

认真地听了医生的话，但换自己上时，难免会

有所忘记，重复犯错。有的小朋友在记录的时

候搞反了左右眼的数据；有的小朋友不能很稳

当地握住指示棍，让被测的小朋友搞不清到底

要看哪一个；还有一位小朋友搞反了顺序，被

测的孩子已经看清了小的字母，他又往上指了

更大的字母。……

褚皓所在的小队有 7 名孩子。褚皓最后一

个被测，结束之后，这一队“小医生”又去了下一

个体验项目。

大家的眼睛，因为眼皮形状有不同所以看

上去也长得各不相同；“眼黑”的部分也有差别，

有的一眼望去是黑黑的，有的也呈现明显的棕

色。那么，都是由“眼白眼黑”组成的眼球，内部

的样子会不会有什么区别呢？在“探索微视界”

这一关，大家能够通过仪器看到彼此“眼黑”里

细小的结构和花纹，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微世

界”。

第一步是调座椅。小朋友的身高各不相

同，需要通过调节座椅和支架、机器的高度来让

观察镜的高度与眼球的高度相匹配。

这一关，小朋友们在扮演医生时可以看到

一个奇异的世界，但被检查的小朋友需要面对

一个挑战——在接受观测时，会有一束比较亮

的光照射在眼球上。医生告诉大家，这束光的

强度不会对眼睛造成伤害，只是一开始可能会

有些不适，需要他们克服想眨眼的冲动，配合医

生做好检查。

这次由小嘉先来扮演医生，给一乐做检

查。一乐的个子比较高，仪器也需要调得比较

高。但小嘉的个子较小，在医生的帮助下调好

仪器的高度，还要给自己升高凳子才能看见观

察镜。

因为时间比较久，一乐的眼睛有些支持不

住，一直眨，小嘉就有些不高兴了。“你不要一直

动嘛！”一乐也很委屈：“我睁得眼睛都疼了。”

医生让一乐先休息休息，闭闭眼再检查，并

告诉小嘉，要及时跟“病人”沟通，如果自己需要

调整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让对方先休息一下。

一番努力之后，小嘉终于看到了一乐眼底

的“微世界”，她惊讶地叫着：“他眼睛里有条

纹！”

其他小伙伴纷纷围过来，争着要看一乐的

眼睛。一乐大叫：“我支持不住啦！”

于是，队伍继续流动起来。大家眼底的样

子果然各不相同，有的像一乐那样“画”满了条

纹，有的散落着斑点，还有的什么也没有，是一

片纯棕色。

测完后，大家正准备去下一个项目，西西忽

然站住，对医生说她想看看自己眼底的花纹。

“这可没办法，就像我们也没法亲眼看见自己眼

底的花纹一样。”医生遗憾地告诉她。

这一关，小朋友们会尝试从杂乱的色彩

中分辨出一些图形，分辨正确的，就被证明有

良好的色彩识别能力，要是分辨不出来，就可

能存在色盲、色弱的可能。

小朋友们一字排开坐下，正准备开始看

图，却被医生叫住了。医生发问：“大家知道

我们这一关是要测试什么吗？”

一乐举手，大声说：“色盲”。另一位小朋

友补充：“还有色弱。”

“那么，什么叫色盲、色弱呢？”

大家的回答含糊了起来，“不会看红绿

灯 ”“ 分 不 清 颜 色 ”“ 只 能 看 黑 色 和 白

色”。……

于是，医生拿现有的道具举例。大家坐

的板凳是浅绿色的，小嘉穿的 T 恤是浅黄色

的。“有的人，看这两种颜色可能就没有什么

区别。”医生还告诉大家，“色弱”是分辨颜色

的能力相对弱一些，有红绿色弱、蓝黄色弱等

等。“严重一些的，对红绿蓝黄几种颜色都分

不太清，这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从他的

眼睛里看到这些颜色都差不多。”

测试所用的画册，就是根据对比色凸显

的图形来测试大家的辨色能力。

大家被分为3个组，互相扮演医生和被测

者。

一乐和杨钰涵分到了一组，一乐先扮演医

生。他拿起一本画册，迅速地指向其中一幅图

问：“这是什么？”还不等杨钰涵看清，一乐就

说：“没答上来，下一个！”说着就要往后翻。

医生看见这情形，哭笑不得地制止他，

说：“你这是给人看病呢，还是比赛呢？要等

她看清再翻啊！”

正在进行的另一组也有情况。“小医生”

杨天辰和小嘉对图画里的东西是什么产生了

分歧，杨天辰说那是一只燕子，小嘉却说那明

明是只兔子。两个人争执不休，声音大了起

来。

问明情况后，医生让他们把看到的图形

圈了一圈，又给他们纸和笔，把图形画出来。

两人画出的图形是相似的，结论也出来了：燕

子有剪刀形的尾巴，而图上的动物尾巴是圆

的，所以不是燕子，是兔子。

将护眼知
识牢记心中

色彩的诱惑探索“微视界”挑战“千里眼”

家校之间

挑战“千里眼” 探索“微视界” 色彩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