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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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六下午，天气很好，我和爱人

就带着4岁多的孙女甜甜到郊外去玩，

主要是让她走进大自然，呼吸呼吸外面

的新鲜空气，吮吸大自然中泥土的芬

芳。

我们来到一处休闲之地，有一大片

草坪，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这里晒太

阳、放风筝、玩各种游戏，好一片热闹的

景象。

草坪旁边有一个小池塘，池塘周

围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在捞蝌

蚪。小孙女很好奇，看着其他小朋友

在捞，她也想去。池塘边卖小水桶、

捞蝌蚪网子的商贩则在一旁不停地鼓

动：“小朋友，买一个网子吧，捞蝌蚪

很好玩呢。”“爷爷奶奶就买一个吧，

又要不了几个钱。”商贩越是卖力推

销，小孙女就越是想买，越是想去捞

蝌蚪玩。

看着小孙女渴望和坚持的样子，我

灵机一动，何不趁此机会给她进行一次

爱惜小动物、珍爱生命的教育呢？于

是，我掏出零钱给她买了一个小水桶、

一个网子。

小孙女高兴极了，很快加入了捞蝌

蚪的队伍，我则在一旁护着她，以免她

不小心掉进池塘里。

大约下午5：00多，一些小朋友在爸

爸妈妈的带领下，提着自己的胜利果实

（小水桶里的蝌蚪）陆续回家了。小孙

女因为年龄小，不会捞，没捞着几只蝌

蚪，但她仍然很高兴，也提着水桶准备

回家了。

我问她：“我们把蝌蚪带回家吗？”

“当然啦，那些哥哥姐姐不是都带

回去了吗？我也要带回去养。”她开心

地答。

“甜甜，我们把小蝌蚪带回家，它们

想爸爸妈妈了怎么办？它们的爸爸妈

妈想它们了怎么办？”

小孙女愣住了，没说话。

“甜甜，这些小蝌蚪这么小，我们带

回家，它们吃什么呀？饿了怎么办？要

是饿死了，多可怜呀，它们的爸爸妈妈

要多伤心呀！”

“那……爷爷，那怎么办呀？可我

也想和它们玩呀。”小孙女还是有点不

舍得的样子。

“你已经和它们玩了这么久了呀。

你要是想它们了，我们下周又可以来看

它们，到时，它们可能就变成小青蛙了

呢。可我们带它们回家，如果它们饿死

了，你就再也看不见它们了。”

“那……好吧。我们把它们放回去

吧。”

于是，我带着孙女回到池塘边。“小

蝌蚪，快去找你们的爸爸妈妈吧。”看着

回到池塘中的蝌蚪高兴地游来游去的

样子，小孙女有点不舍地说道。

听了我们爷孙俩的对话，看见孙女

将小蝌蚪放回了池塘，后面也有一些小

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下，将蝌蚪放回了池

塘。

“爷爷，我们下周一定要再来看小

蝌蚪。”小孙女边走边回头，一副依依不

舍的样子。

回家的路上，为了安慰她，我给她

讲了语文课本上的一篇童话故事《送小

龟回家》。故事写的是，妈妈从市场上

买了一只小乌龟供儿子玩耍，儿子玩了

一天，发现小龟不吃不喝，心里很纳

闷。爸爸说，是小龟很孤单，想爸爸妈

妈了，想回家了。于是一家三口冒雨送

小龟回家，把小龟放回了河里。这个故

事寄寓着不能人为制造骨肉分离、玩弄

小生命的思想，蕴含了生命和人性意识

的教育理念。

小孙女听了这个故事，说：“爷爷，

我也不买乌龟回家玩。下周，我们就只

去看小蝌蚪，不捞蝌蚪了。”

听了孙女的话，我和爱人会心地笑

了。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现代社会，由于人们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的提高，家庭里饲养小动物的

多了，有的甚至专门养起来给孩子取

乐。再加上一些有益或珍稀动物在餐

馆的出现，这种残杀生命，无视生命

的行为，都给孩子以不良的教育影

响，导致孩子从小缺乏生命意识和同

情意识，致使一些孩子从小就无视小

动物的生命，甚至残忍地对待小生

命。

教育无处不在，教育契机在于及时

主动把握。作为家长，在亲子陪伴过程

中，要善于抓住诸如“捞蝌蚪”这样的有

利时机，在具体的情境中，给孩子以循

循善诱的教育引导，给孩子施以健康的

教育影响，传递家庭教育的正能量，帮

助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

我们的孩子今年已经11岁了，读

小学四年级。在孩子11岁生日那天，

我们很郑重地对孩子提出一个要求：

以后在公交车上，如果只有一个空位，

那么，请为妈妈让座。孩子很惊诧地

问道：“为什么？”是啊，他是要惊诧的，

从来都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为他让

座，这仿佛是天经地义的。后来，他逐

渐懂得了要为老弱病残孕让座，这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可谁也没有告

诉过他要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让

座。我说：“孩子，你今年已经 11 岁

了，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已经快和

妈妈一般高了，你身体健康，精力充

沛，而妈妈已人到中年了，腰腿都不如

从前了。之所以要在你生日之时提出

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你出生那天，就是

妈妈一生中最辛苦的一天。几个月

前，妈妈上班的路上遇到了车祸，右腿

小腿部骨折，现在有时还会痛。”孩子

晶莹的眸子里有泪光闪烁，他说：“妈

妈，我懂了。”

时隔几日，我们和孩子路经一家

酒店，一个熟人正搂着她的儿子在众

亲友的簇拥下走出门来。见我，她就

神采飞扬地说，今天是她儿子10岁的

生日，摆了整整10桌。孩子的脸上充

满了羡慕。我们就问那孩子，知道爸

爸妈妈的生日是几月几日吗？那孩子

发光的双眼顿时迷惘起来。我又问，

等你长大了，会为爸爸妈妈准备生日

宴吗？那孩子就愈发迷惘了。熟人哈

哈大笑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将来可不

想指望他们，等我们老了，走不动了，

就进养老院，靠社会。”熟人说这话的

时候，依然是神采飞扬，我们心里却咯

噔一下。相比之下，我们是否小气了

一点，自私了一点？

那一拨人离开了，我不免有些迷

惘。是的，青年时、中年时，我们可以

很潇洒地说到老年，等到老之将至，我

们眼花、耳聋、步履蹒跚时，还能这么

一副独立自主，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样

子吗？进养老院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但将来负责养老院工作的不就是现在

的这些孩子吗？支撑整个社会的中坚

力量不就是这些孩子吗？如果一个人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善待，连自己的

家庭责任都不能承担，又如何去善待

别人的父母，如何去承担社会的责

任？未来，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要靠

一代一代的孩子们，怎么能说我们老

了不靠他们？而这一代的很多孩子，

现在却被父母、祖父母百般娇宠着，只

要求他们刻苦读书，考试成绩优秀，却

忽略了对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家规

家训教育。人应该有好品行、好性格，

懂得做人的道理。未来家庭、社会的

两副重担，他们才挑得起。

从现在起，社会、学校、家庭要共

同抓好孩子立德树人的这项有战略意

义的工程，使孩子们真正成为既有好

的道德品质和责任意识，又有科学文

化知识的合格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公交车上，终于有了一个空位，疲

惫的妈妈毫无反应，孩子习以为常的

一屁股坐下，随即又像弹簧一样跳起

来说：“妈妈，请您坐。”妈妈如梦初醒

坐下了。妈妈和孩子都还未习惯这样

的让座，但我想，我们都会慢慢地习惯

起来，就像我们终究要习惯让孩子去

独闯天下。孩子，我们知道此刻你也

很疲惫，但你就站着吧，你前面的路

还很长很长，或许还有很多坎坷，从

现在起，你应该练练脚力，努力锻炼

自己，成为对社会、对祖国、对人民

有用的人。

陪着孩子一起开展家庭科学

实验，家长一定要做好保障工作，

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首先是安全的保障。家庭科

学实验活动，无论是常规实验还

是户外观察实验，都必须要在大

人的陪同下进行，以保障孩子的

安全。

其次是物质的保障。家庭科

学实验活动，往往需要一些实验

材料。对于小孩子来说，活动材

料的准备也是他们面临的重要问

题。因此，家长要及时为孩子提

供合适的材料。

最后是做好沟通工作。一些

孩子主动开展的家庭科学实验，

往往是老师布置的课外拓展活动

任务，家长要主动为孩子提供必

要的帮助。当他们对研究有疑问

时，家长可以及时解答，如果有不

懂的地方可以与老师进行沟通，

一起解决孩子探究过程中所出现

的问题，并做好细节指导。同时，

家长对孩子开展家庭科学实验应

该多多鼓励，让他们在科学探索

的路上快乐前行。

家庭科学实验是学校科学教

育的有效补充，通过一段时间的

尝试，我发现，家庭科学实验对培

养孩子科学探索精神、创新意识

和能力，提升孩子的科学素养有

着重要作用。

我们期待孩子小时候喜欢仰

望星空，长大后依然保持

对世界的想象力，孩子的成长能

“面向未来”，成为我们向创新型

国家转变的中坚力量。

当孩子要去“捞蝌蚪”……
■ 钟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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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科学实家庭科学实验验
开启孩子探索之门开启孩子探索之门

在今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明确提

出：“监护人要引导未成年人培养广泛兴趣爱好、健康审美和良好学习习

惯，增强科学探索精神、创新意识和能力。”

落实“双减”后，孩子的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课外自主安排的时

间更加充足，这也为我们开展家庭科学实验，培养孩子的科学探索精神提供了时间

保障。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如何在家庭教育中增加孩子的科学探索精神、创新意

识和能力呢？一起来看看一位小学科学老师和孩子一起开展的家庭科

学实验探索。在开展家庭科学实验时，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提高实验的效果，促进孩子成长。

■ 陶涛

要想家庭科学实验贴近孩子实

际情况，符合孩子的年龄特点，达到

较好的效果，家长就要精心选择适

合孩子探究的主题。

一方面，可以结合孩子科学课

堂的拓展活动来确定主题。现在的

小学生除了科学教材外，还有一本

科学活动手册。学生活动手册是教

材的组成部分。它除了保证课堂探

究活动外，也能引导孩子将探究活

动从课堂拓展到课外，围绕生活中

常见的事物提出探究活动的主题。

家长可以充分利用科学活动手册，

引导孩子根据活动手册的提示开展

课后拓展研究，让课内外学习有效

融合。

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孩子的兴

趣来确定主题。有些内容可能不是

科学教材的拓展内容，但是孩子非

常感兴趣，家长同样可以开展此类

活动。比如，孩子对蚂蚁感兴趣，

我就带他喂养并观察蚂蚁。我发

现，在养蚂蚁的活动中，孩子会自

主地去学习了解更多的知识以满足

他的活动需求。在参与中发现问

题，并通过各种方式解决问题的过

程，这正是孩子自主学习和探索的

过程。

其实这样的主题很多，只要家

长翻翻孩子的科学活动手册或者常

常关注孩子感

兴趣的内容，就

很容易从生活

中发现好的主

题，引导孩子开

展科学实验探

究。

开展了家庭科学实验，家长

还要注重引导孩子进行成果收

集。成果收集是科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对于小孩子的科学探究亦

是如此。

在探究过程中，家长要指导

孩子及时进行记录。可以采用图

文结合的形式，记录实验过程、结

论以及收获。中高年级的孩子可

以在家长的指导下，将这些素材

写成科学小论文。此外，家长还

可以帮助孩子用视频的形式进行

记录。用视频记录科学探究的过

程，也是科学记录的重要方式。

这些视频素材也可以整理成一个

展现探究全过程的科学影像。现

在在网上也可以看到许多精彩的

学生作品。

孩子收集了实验成果，有机

会时就可以在班级或者学校进行

分享交流，这对孩子探究兴趣和

科学素养的提升作用是多方面

的。除此之外，每一年，从全国到

省市区都会组织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不少学校也会开展同样的

活动，而科学小论文和科学影像

就是科技创新大赛的重要项目。

孩子可以通过参与活动，将自己

的成果与更多的人分享和交流。

无论是否获奖，我想，孩子的研究

过程和交流分享的体验，都对他

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

选择适合探究的主题 注重实验成果的收集

做好家庭科学实验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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