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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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家有道

航天航天，，不只是星辰大不只是星辰大海海

很多孩子被问及“长大以后想

做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常常

是“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宇航

员。”……对于普通人而言，“航天

事业”一词既象征着国家实力，也

充满了无穷的神秘感。

中国航天事业自 1956 年创建

以来就从未停止脚步，从第一艘载

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到

国人第一次实现太空漫步；从“嫦

娥”登月，到“天宫”揽胜；从“出差

三人组”进入中国空间站，到新“出

差三人组”将在太空过春节，我国

航天事业正在飞速发展。

众所周知，本次上天的三名航

天员分别是翟志刚、王亚平、叶光

富。值得一提的是，航天员王亚平

是中国第二位飞天女宇航员，二度

出征太空的她，在此次神舟十三号

任务中，将成为进驻中国空间站的

首位女宇航员，也将成为中国首位

出舱的女航天员，同时还会进行

“太空授课”。

在外人眼中，航天员是被很多

人羡慕的，能够在宇宙星辰中穿梭

的探险家，但骄人成绩和高光时刻

的背后是超乎常人的严格训练，是

无数的汗水、泪水甚至鲜血铸就而

成的。

临行前，王亚平和 5 岁的女儿

互相布置了任务：王亚平希望女儿

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姥姥、姥爷，

好好学习。女儿则让王亚平摘星

星回来，而且要摘很多，她要分享

给她的同学们。

成为一名宇航员要经历艰苦

的训练，需要有极高身体素质，是

什么让他们坚持下来，金冬清表

示，正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只

有热爱这项事业，才能让这些宇航

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完成这项

伟大的任务。

“由于心理和生理等方面的差

距，女性航天员要克服更多的困

难。”侯珊珊认为，女性航天员出征

太空，证明了女性力量在逐渐强

大，我们应给予女性更多的关注和

体谅。

航天精神是一部航天精神是一部““活活””
的教科的教科书书

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

如今领先于世界的航天技术，中国

航天，历经千难万险，离不开世世

代代“航天人”的努力，离不开他们

身上的“航天精神”，而航天精神就

是他们身上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

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躬身向师的

学习精神、迎难而上的挑战精神等

等，这丰富的精神内核就是对孩子

进行德育教育的最好素材。

“在为祖国航空航天事业取得

骄人成绩自豪振奋的同时，我们更

加不能错过这个绝佳的教育时

机。”金东清表示，航天精神就是一

部“活”的教科书。其一，是坚持立

德树人，培养孩子勇于钻研、敢于

创新、不断探究的科学精神；其二，

航天事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知识

体系，其中涵盖了天文学、物理学、

生物学等多种学科知识，有利于帮

助孩子完善和扩大知识结构，提高

整体素质。

金东清介绍，成都市铁路中

学专门打造了青创部落，为学生

开展机器人、3D 打印、无人机、

电子控制技术等创客活动提供了

平台。“让孩子从小对科学技术产

生兴趣，有利于创新意识的培

养。”金东清说。

侯珊珊也表示，航天员的选拔

是非常严苛的，而选上航天员只是

挑战的开始，他们还要学习更多的

理论知识，要进行各种专业训练，

每一种训练都是对生理和心理的

极限挑战。

活动现场播放了一段王亚平

进行水下出舱训练的视频，她在

10 米深的水下，克服阻力和服装

40 千帕的压力，不断调整身体姿

态，完成攀爬、操作等各种动

作，持续水下工作五六个小时，

虽然她对水充满了恐惧，但还是

咬牙坚持着。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我们

更应重视孩子身体素质的提高。”

金东清说，学校和家长都要坚持五

育并举的育人理念，严格落实中小

学生“五项管理”制度，保证学生每

天不少于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

同时对孩子们的身体素质进行量

化评价，多途径增强学生体质。

信念与坚守信念与坚守，，有梦想有梦想
谁都了不谁都了不起起

在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中，除

了奔赴太空的航天员，背后还有着

许多甘愿做螺丝钉的“航天人”兢

兢业业、无私奉献，把自己手头负

责的工作做好，他们是时代楷模的

缩影，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宇航员邓清明，是一位不是主

角，但也是英雄的“备份航天员”，

他坚守23年仍无缘“飞天梦”。

微小的差距，让他数次与梦想

擦肩而过。2010年，邓清明成为神

舟九号飞行任务备份航天员。作

为一名航天员，备份和主份训练的

科目、时间、内容、强度以及考核标

准都是一样的。要想具备独立执

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航天

员需要通过 8大类、上百个课目训

练的严格考核。他曾说：“作为备

份的任务，不是从基地回来了，任

务就结束了。我的战友安全回来

了，这才是做备份的结束。”

“英雄不一定是在聚光灯下，

这就像是小草和大树的关系，他们

相互成就伟大的事业。”金东清表

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我们不应忘记聚光灯后的人，

所有的工作都需要很多人的辛勤

付出才能成功。

“努力成为一个平凡人。”金东

清表示，我们应该让孩子从小树立

远大理想，坚定理想信念，让过程

不留遗憾，不要太在意结果。

侯珊珊也表示，航天英雄伟大

的精神品质和感染力，能让青少年

耳濡目染，从小树立远大理想，为

实现中国梦不断奋斗。

除了对梦想的坚守，金东清还

关注到了另一个方面——学生心

理健康发展。作为成都市心理健

康教育特色学校，成都铁中搭建了

“心晴驿站”，不仅每周拿出 1课时

开设相关课程，每年还会给学生做

心理筛查，并不定时开展专业讲

座。金东清表示，从宇航员身上，

孩子们还能学会心理调节，当面对

失败时，更应该坚定梦想信念，保

持耐心，充满恒心和斗志。

今年国庆假期，出门打

车有点难，街上的出租车似

乎比平时少，等了好久才坐

上车。

一上车，我从侧面看，

师傅留个平头，穿着深色体

恤，衬得皮肤有点黑，目测

大概四十多岁。我问他：

“成都的出租车咋少了呢？

半天等不到车。”他说：“成

都算好的，我上个月去杭

州，那边虽然有几种颜色的

出租车，但打车难，我都是

打网约车。”我随口问道：

“去杭州旅游吗？”没等他回

答，我猜测道：“是不是送娃

娃读书？”果不其然，他说：

“就是。”“读的哪个学校？”

“浙大。”“真厉害啊，全国前

几名的学校！咋培养的，那

么优秀？”

这一问打开了师傅的

话匣子，他将教子的方法娓

娓道来。他女儿初中和高

中就读于郊县的一所外国

语学校，初中时成绩不理

想，排名中等，师傅心里着

急，苦口婆心地劝说也没

用。暑假的一天，他让女儿

坐在出租车的副驾位置，陪

他跑了半天车。遇到乘客

招手，他先向乘客解释副驾

上坐的是谁，为什么坐在那

里，如果乘客介意，可以下

车。大多数乘客都表示理

解。就这样，父女俩开着车

忙了一上午。

空车的时候，师傅对女

儿说：“你马上要上高中了，

3年时间一晃就过去。如果

混毕业，随便找个工作，我

也尊重你的选择，但你要对

自己的选择负责，爸帮不了

你。今天，爸爸是如何挣钱

的，你也看到了，今后的路

如何走，只有靠你自己。”

中午时分，挣够了规

费，父女俩吃了碗面，就分

开了。

“这招还真灵，女儿像

瞬间长大了似的，高中拼命

学习，成绩直线上升，高考

前已跻身年级第五名。”师

傅滔滔不绝，继续讲着他和

他女儿的故事：“我给你说，

我女儿，记性好，文章看三

遍就基本能背出来，读初中

的时候，她是不用功，成绩

才没上去。高考结束，我虽

然对她的考试成绩有信心，

但心里还是很紧张。查到

成绩那一刻，我真为她高

兴。”

车到站了，的哥意犹未

尽，我却陷入了沉思，在“双

减”之下，作为家长，如何配

合学校教育，提高孩子的学

习质量是当务之急。的哥

带孩子跟随自己出车，让孩

子体验父母劳动的艰辛，从

而引发她学习态度的转变，

这虽是她的自觉行为，却也

是父母所期望的。这种良

性互动，既体现了家长的教

育智慧，也是家庭教育行稳

致远的法宝。

我抬头一看，的哥的车

已消失在城市的夜色中。

儿子上三年级后，学习的要求逐

渐高了。为了让儿子进一步提高学习

成绩，妻子买了一些复习资料，让他在

完成好每天的学习任务后，再来进行

强化训练。

这些复习资料占用了儿子的业余

时间，儿子显然有点不高兴，常常不情

愿地做着，但在妻子的严格督促下，他

也无可奈何，只能选择服从。一天，我

从单位加班回家，发现母子俩起了冲

突。原来答案卷找不到了，妻子没办

法帮他批改校对了，妻子就怀疑儿子

将答案卷藏了起来，于是狠狠地批评

了儿子，让他把答案卷拿出来，但儿子

矢口否认。妻子气急败坏，让儿子罚

站。儿子眼泪汪汪，就是不承认，也不

妥协，母子俩就这样耗上了。

我看时间很晚了，就让儿子赶快收

拾好去睡觉。妻子气呼呼地和我说：

“平时他就不怎么乐意做，答案卷肯定

是他藏起来了。”我说：“你看见他藏

的？”“没看见，但是试卷到哪儿去了？”

妻子还是一脸笃定。“你没看见，便不能

凭空怀疑，要相信孩子，说不定是你自

己忘记放哪儿了。”我说。“那你把试卷

找出来。”妻子一边喋喋不休，一边擦洗

着油烟机。我灵机一动，说：“我们这个

油烟机该有 9年了吧？”妻子看了我一

眼，有些疑惑地说：“是啊。”“今年的油

网寄过来了吗？”我接着问。“寄过来了，

是我打电话过去让他们寄的。买这个

品牌油烟机一般送 8年油网，8年后如

果机器没坏，还要继续用的话，打电话

过去他们就又免费寄过来了。”妻子

说。“你一个电话，他们就无条件地信任

了你，给你寄了油网，那个公司就不怕

受骗？”我看时机成熟，接着引导话题。

“哪有那么多骗子。”妻子说。“这个公司

可以相信一个陌生的客户，你为什么就

不能相信自己的儿子？”妻子知道中计

了，瞪了我一眼说：“他有时候也会撒

谎，比如考试考砸了的时候。”“那是偶

尔出现的情况，还不是你要求太高，他

考好了你就喜笑颜开，考砸了你就严厉

指责，根源还是在于你的不信任，你不

相信他已经尽力了，不相信他下次会通

过努力提高成绩。”妻子不出声了。我

趁热打铁，说：“这个公司通过‘永久免

费送油网’的增值服务，与用户保持良

好的沟通，从而带来了一批又一批忠实

的新老用户。而正是他们给予客户的

信任，才使得公司不断做大。而教育孩

子也是如此，信任才是孩子不断前行的

力量，总是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他，反而

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最终会害了孩

子。”妻子沉默了，我知道她在认真思

考。

果不其然，过了两天，妻子在晒被

子的时候，意外发现答案卷压在被子

底下。她这才想起来，上周六因为单

位临时有事，她急匆匆地去加班，就把

答案卷放在了被子底下，后来却忘记

了。妻子很懊悔，知道自己冤枉了孩

子，她主动给儿子道歉。从那次以后，

她不再一味地指责孩子了，和孩子平

等交流成了家中的常态。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有绽放光彩

的机会，只是时间不同、方式各异而

已，每一位家长，都应该对自己的孩子

充满信心。信任孩子，他就会以行动

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如果一味

地怀疑、指责，则会使孩子变得消沉、

自卑，乃至失去前进的动力。信任是

促进孩子认识自我、开拓进取的力量，

更是引人向善、积极进取的台阶。教

育学中的“罗森塔尔效应”，早就说明

了信任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请相信你的孩子吧，给他提供一

个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他一定会给你

带来无限惊喜。

信任，是孩子前行的动力
■ 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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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航天精神 点燃科学梦想——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 记者 周睿

北京时间2021年10月16日0时23分，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3名航天员将开启中国航天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
载人航天任务，预计将在轨道上停留6个月。中国航天，历经风雨，从弱到强，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越来越稳，从未停歇。

成为一名航天员需要付出多少艰辛？我们的孩子又能从航天精神中汲取到哪些精神养分？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联合四川广播电视台妇女
儿童频道，通过品牌栏目《金熊猫说教育》，策划了最新一期节目《奔赴星辰，宇航员是怎样“炼”成的》。

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成都市铁路中学副校长金东清，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评论员侯珊珊受邀作客演播间，深入探讨了航天教育的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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