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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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对于孩子来说是新奇的、神秘

的、有趣味的，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孩子

们眼中的科学是一种经验层次的科学知

识，是他们对世界的独特见解，是自我建

构的过程。让孩子爱上科学，可促进孩子

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素养的提升。和孩

子一起探究科学的目的不是培养科学家，

而是提升孩子的科学素养，不是接受式地

学习科学，而是在探究、体验、发现中学习

科学。

科学实验，激发孩子对科学的兴趣
孩子有着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家长要做的就是在生活中保护好这

份好奇心和求知欲。平时，家长可以结合

孩子的实际情况，以各类趣味活动为载

体，让他们在活动中观察、体验、感知，这

样，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才能更好地得

到保护和发展。

和孩子一起玩耍时，我常常带着他一

起进行趣味小实验。我们持续开展了“神

奇的颜色变化”“音乐吸管”“魔力纸板”等

一系列趣味实验，孩子对这些实验展示有

非常浓厚的兴趣。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我发现他对科学越来越感兴趣。很多次

实验展示之后，他也会自己去了解一些趣

味实验，而且还会主动去做，去了解实验

原理。

趣味小实验有着大作用，如果家长能

够设计出更多的趣味活动，相信孩子在科

学学习的过程中就会更有兴趣、更乐于参

与，也更有收获。

科普阅读，带着孩子走向深邃与睿智
苏霍姆林斯基在给教师的建议中曾

说：“在学龄中期和学龄后期，阅读科普读

物和科学著作，跟在学龄初期进行观察一

样，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对一个善于观

察的学生来说，也比较容易培养起对科学

书籍的感受性，不经常阅读科学书籍和科

普读物就谈不上对知识的兴趣。如果学

生一步也不越出教科书的框框，那就无从

说起他对知识有稳定的兴趣。”

科普读物有它自身的优势，它有效

地传递了科学知识，并以温和而温馨的

语言，为读者建立了一个充满趣味的文

学空间，并使这个空间不失童心的魅

力，这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做不到的，而

且科普读物的教育内涵和趣味性的结

合，也是儿童小说、童话等作品不具备

的。儿童科普阅读实际上是引领他们走

进科学世界，接受审美教育和情感熏陶

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科普读物对孩子的

发展来说非常重要。

家长在给孩子选择科普读物时，首

先要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年龄不同，

其心理特点也不同，阅读的兴趣也有所

不同。一般来说，刚开始接触科普读物

的时候，孩子对于图的感受力比文字

强，比较适合阅读科普绘本读物，家长

可以选择科普绘本 《一粒种子的旅行》

《世界上最最温馨的家》等读物，和孩子

一起边看绘本边了解简单的科普知识。

之后，可以开始阅读图文搭配的科普读

物，比如 《十万个为什么》 等。最后，

可以选择以文字为主的科普读物，如

《神奇校车》等。在阅读的时候家长可以

陪着孩子一起读，调动他们的阅读积极

性。通过阅读科普读物，拓宽孩子的视

野，提高孩子的科学素养，形成讲科学、爱

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科普实践，让孩子有持续的获得感
除了小实验和科普阅读，我们还可以

通过一些科普实践活动，让孩子有持续的

获得感。

一方面，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参观

科技馆、植物园、动物园等科普场馆，通过

参观前的活动设计，参观中的实践体验，

参观后的讨论、交流及反思，让每一次参

观的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带着孩子开

展种植、饲养小动物、观察天气、观察月相

变化、仰望星空等活动，让他们在较长时

间的观察和实践中获得成长。还可以通

过野外观察、采集和制作动植物标本等活

动，让孩子在有趣的实践活动中有持续的

获得感，从而对科学更有兴趣。

有人曾在网上提问：“为什么小时候

喜欢仰望星空，长大后却失去了对世界的

想象力？

我想告诉他：“每个孩子天生就是一个

‘小宇宙’，但科学天赋需要引导和培养。

让我们陪着孩子一起，爱上科学，让他们一

直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和孩子一起
爱上科学

■ 陶涛

双减聚焦 落地
大家谈

今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实施“双减”政策，是教育观念的大变革，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

“双减”政策透露了哪些信号？“双减”如何落地？如何让“减负”与“增效”并行？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本期开
始，我们推出“聚焦‘双减’落地——大家谈”栏目，一起来听听一线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学生对“双减”的看法和体会。

早在2016年，教育部就正式

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其核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但是近年来，一些家长对

教育的焦虑造成学生课业负担

越来越重，甚至沦为作业的机

器；家长们盲目跟风校外培训，

破坏了教育公平，引发了教育内

卷，也扼杀了孩子的创新力。而

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也让我们

看到了国与国的竞争最终是科

技的竞争、创新力的竞争，因此，

我们必须从培养人的方向入手

进行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国

家正式出台“双减”政策。

我们要培养的孩子应该是

可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孩子，

是可以担起民族复兴担子的孩

子，为了孩子的未来，作为家长，

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双减”政策，

顺应教育的变革。

信赖学校教育，做从容家长
“双减”背景下，家长要清楚

自己从中获得了什么？获得了

脱离“剧场效应”的充分条件，获

得了精神焦虑和经济压力双减

的友好局面。

而“ 双 减 ”的 目 标 在 哪 里

呢？在于减负，在于构建学生终

身发展的良性通道。“双减”背景

下，家长要厘清教育的同盟者是

学校而不是培训机构，我们要信

赖学校教育，切实落实减负要

求，关注并认同学校教育对孩子

的培养目标和策略，与学校形成

减负共识，跟上学校的步伐，和

学校更好地链接。要支持学校

的各项活动，配合并积极推动学

校针对孩子的发展制订个性化

的培养方案，按照学校的要求管

理孩子，在学校教育的帮助下，

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遵循教育规律，做理性家长
教育的本质是把灯点亮。

教育的规律是遵循人发展的规

律。而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急功近利是违背教育规律

的。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在成长

的过程中开始出现厌学、对什么

事都不感兴趣，说明教育已经出

现了问题；如果家长发现自己为

孩子的成长而焦虑，看不到孩子

的优点，看不到孩子的未来，那

是家长的心态出现了问题。

“双减”背景下，家长要高质

量地陪伴孩子，通过和孩子和谐

相处，让孩子体会到安全，通过

积极的鼓励，让孩子实现自我认

同，通过培养探索精神，让孩子

感受到成功，用无条件的爱点燃

孩子笑迎人生的勇气和希望。

打造健康人生，做智慧家长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身

心健康和情绪积极的孩子。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学

习类培训并不与孩子的学业成

绩直接挂钩，而仅有好成绩的孩

子未必快乐。因此，“双减”和我

们的终极目标并不相悖，反而会

促进目标的顺利达成。

“双减”之后，孩子的课余时

间如何支配直接关系这一目标

能否落地。就学习而言，课余让

学有余力的孩子自己进行学科

类的拓展或基于兴趣的深度探

索，让学习暂时有困难的孩子

通过错题归纳进行查漏补缺，

都是培养学生自律性的重要途

经。此外，家长还要让孩子远

离网络和游戏，通过亲子运动

和竞技比赛培养孩子学会锻

炼、通过健康的集体活动培养

孩子学会玩耍、通过适当的劳

动培养孩子学会生活，让孩子

在运动中克服困难、在玩耍中

学会合作、在劳动中走向自

信。当孩子有一项拿手的艺体

技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知心

朋友、有一颗不怕受伤的快乐

心灵，成为身心健康的孩子，就

一定能成就幸福美好的人生。

““双减双减””之下之下，，做智慧家长做智慧家长
■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 何玉明

“双减”政策落地后，最开

心的大概要数广大义务教育段

学生的家长了：有晚托服务，

家庭作业再也不用一再督促提

醒，甚至耳提面命地呵斥指正

了；学科类培训取消，双休日

和国家法定节假日也用不着急

吼吼地送去接来；减少考试次

数，再也不用比来比去孩子的

名次和分数了，什么单元考、

双周考、期中考之类的成绩，

免提！

“双减”，似乎可以让父母长

长地透一口气了，似乎孩子的学

习就可以甩手不管了。其实不

然，家长，对于孩子而言，始终是

家中之“长”，始终有着自己独特

的使命和担当，只不过比以前有

所调整而已。具体而言，“双减”

后，家长在对待孩子的学习问题

上，应该有以下“三多”——

减了在家时间，就要多关注

孩子的身体变化。有了晚托服

务，有的学校还有晚自习，这就

意味着，部分学生的在校时间会

大大延长，而在家时间将相应缩

短。如果家长比较忙，见到孩子

的时间就会缩短，更不要说仔细

询问与观察孩子的状态。中小

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期，孩子的

身体，无疑是第一位的。这里的

第一位，有三层意思：一是身体

与其他各方面比，应放在头等重

要的位置；二是孩子的身体健

康，第一责任人是家长；三是孩

子的身体出现意外或异样，家长

必须第一时间设法解决。因此，

每当孩子回家或在家时，父母必

须近距离观察或询问：看看孩子

脸色是否正常，听听孩子嗓音是

否清晰，瞧瞧孩子情绪是否稳

定，摸摸孩子体温是否正常。一

旦发现异常，就要追根溯源，或

者咨询班主任，或者立即问诊就

医。

减了作业辅导，就应多留意

孩子的心理变化。“不提作业，母

慈子孝；一提作业，鸡飞狗跳。”

这是“鸡娃”家庭中一句相当形

象的流行语。作业与考试是最

容易引发孩子与父母之间矛盾

的导火索。其实，在孩子做作业

和家长辅导作业的过程中，也最

能窥探出对方的心理状况。孩

子近期的心理状况如何，稳不稳

定？积不积极？烦不烦躁？都可

以在做作业过程中显露出来。如

今，有了晚托服务，家长辅导孩子

作业这一环节被大大减少，或者

直接免除了。但是，孩子的心理

还是在发生变化的，特别是处于

青春期的孩子。如何及时、准确

地把握孩子的心理动态呢？这就

需要家长多留意，多询问。心理

变化往往是隐蔽的，一般不可能

直接观察出来，特别是对那些本

来就比较内向的孩子，就更难发

觉。除了观察孩子言行细节外，

家长还要和孩子交流，主动发问，

不要以为孩子自己不说，就应该

没事。

减了考试频次，就要多注意

学科平衡。“双减”之一，是减轻

学业负担。而减轻学业负担的

措施之一，就是减少考试频次。

小学阶段，一个学期就一次期末

考试。学习犹如琴弦，经常考，

等于弦绷得紧紧的，始终绷紧，

自然容易断；不考或少考，弦是

松懈着的，可时间一长，往往会

不知道这弦是脆是韧。考试频

次减少，学习负担必定会减轻，

但也存在着另一面，就是容易掉

以轻心。因为不经常考，有些学

生对自己不喜欢的学科，就有可

能采取驼鸟政策，不理不睬，不

痛不痒，顺其自然。有些学科，

逻辑性很强，几个章节或两三个

星期不听，成绩就可能呈现出自

由落体式下降。学科成绩一旦

下降，想赶上去是艰难的，而掉

下去却相当快速。因此，在减少

考试频次的情况下，家长必须多

关注孩子各学科是否平衡发展，

尤其是要多问问孩子平时不感

兴趣的学科的学习状况。基础

教育，强调的是基础的平衡发

展。

孩子的学习，需要家庭、学

校、社会三者共同配合。孩子越

小，家长的责任相对越大。“双

减”，确实可以且应该为家长减

去一部分负担，但并不意味着家

长可以做甩手掌柜了。孩子的

健康成长，家长自始至终是第一

责任人。

““双减双减””后后，，好家长的别样好家长的别样““三多三多””
■ 朱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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