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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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我们比赛谁跑得快好不

好？”

“跑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

们一起锻炼身体呀，慢慢来，注意安

全！”

…………

你一言，我一语，我们娘俩的欢声

笑语回荡在清晨学校操场的上空。

作为老师，每天不是上课，就是改

作业，或者在电脑旁打字，20多年的教

师生涯转瞬而过，同时也留下了颈椎疼

痛的职业病。为了减缓症状，也为了让

女儿养成勤于锻炼的习惯，这学期开

始，我和女儿每天早晨7点之前就来到

学校，围着操场倒着走几圈，再跑上两

三圈。虽然一忙起来颈椎还是会疼痛，

但相比以往，要好了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我牵着女儿的手慢

慢走，边走边聊天，比如：有什么新想

法、幼儿园里有什么新故事……后来，

我给女儿播放《弟子规》朗诵音频，边走

边听。近3个月的坚持，现在女儿能随

着旋律吟诵起来，既训练了听力，又丰

富了孩子的知识储备，还让早晨的训练

不再孤单，真是不错的选择。

李玫瑾教授曾说过：“在孩子的早

期教育中，只有父母的精心陪伴才能获

得对孩子持久的心理影响力和控制

力。”随着时代飞速发展，很多父母为了

生计而无暇顾及孩子的心理成长，转而

将孩子交给老人照看。父母看似轻松

了很多，实则失去了与孩子沟通交流

的最好时机，等到孩子青春期的时

候，叛逆感会比他人更强烈，且不容

易管教，很多问题就会陆续浮现出

来。所以，千言万语抵不上给孩子一

个深情的眼神或拥抱，而这样的陪伴

不是一年一次，也不是一个月一次，

而是每天的拥有。

曾有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有超过

15%的父母在陪伴孩子的时候经常看手

机，超过 50%的父母会偶尔看一下手

机，两者加起来，超七成的父母与孩子

共处时都在看手机，这种陪伴看似在陪

伴，但质量却大打折扣。“一个人事业再

大的成功，也弥补不了教育子女失败的

遗憾。”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你陪我长

大，我陪你变老。父母要想获得子女的

爱和尊重，就要建立在“父母爱子女”这

个前提上，而这个“爱”就需要陪伴。工

作之余，我们不妨放下手机，陪孩子阅

读、游戏；和孩子一起去解决出现的问

题；周末走向户外，带孩子体验不同的

生活。……这样才是与孩子共成长。

感情是由交流堆积而成的，任何一

种感情的升华都有赖于交流。家庭是

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只有用心陪伴，才能让根苗茁

壮，长大才会开花结果。

陪伴，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

书。”亲子阅读是培养孩子学习兴趣、养成

良好阅读习惯、树立良好家风的有效路

径。家长应采取切实措施，促进亲子阅

读，推进家庭良好学风的养成。

培养阅读兴趣。“书籍是人类的营养

品。”读书能让人获得快乐，培养孩子的阅

读兴趣，是亲子阅读的关键和基础。蔡元

培认为，“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家

长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用心培养孩子

的阅读兴趣。对于绝大部分儿童，特别是

幼儿和中低年级的孩子来说，亲子共同大

声读书更容易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对

中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则可以采取亲子共

同默读的阅读方式。“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老师。”家长可以采取给孩子讲故事留下

悬念等方式，激发孩子读下去的兴趣。阅

读兴趣产生了，亲子阅读的动力源将源源

不断。值得借鉴的是，将孩子喜爱的书籍

送给孩子，可以使孩子阅读跃升为“悦

读”，能极大地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养成阅读习惯。阅读习惯的养成，不

仅有利于孩子学习，对于家庭良好家风的

养成，对于父母工作能力的提高，对于整

个家庭生活品质的提升，都将产生积极影

响。泰戈尔认为：“不是棒槌的敲击，而是

水的载歌载舞，才使鹅卵石如此光鲜亮

丽。”家长有必要从孩子阅读习惯的养成

入手，创建良好家风。“藏书万卷可教子，

遗金满籯常作灾。”为孩子创建一个养成

良好阅读习惯的家庭氛围十分重要，也很

有必要。比如，在家里打造一个阅读的空

间，全家人到了这个空间便会自觉开始阅

读；规定一个阅读时间（如晨起、餐后、睡

前15—30分钟），全家人在这个时间段不

玩手机，也不看电视，只一门心思阅读。

长此下去，潜移默化地激发孩子读书的自

觉性，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同

时，带孩子去图书馆、书店逛逛，让孩子体

验良好的阅读氛围，对于孩子养成阅读习

惯、提升阅读品位、增添阅读动力，都将产

生积极影响。

传授阅读方法。“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阅读会让人收获经验，传授阅读方

法，其实是最便捷的“传道”。“法无定法。”

读书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学而不厌”“学

而时习之”“学不可以已”仍然是永不过时

的，值得借鉴的读书方法。家长可根据孩

子的不同年龄，向孩子推荐一些趣味性、

知识性、可读性都不错的读物，引导、指

导、激励孩子阅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自我教育是父母影响孩子最有力的

方法。引领孩子读、陪伴孩子读、和孩子

比赛读，其阅读效果定然会好些。当然，

精读与浏览相结合、详读与略读相结合、

读经典与读报刊相结合，不同类别的书交

叉读等方式，在亲子阅读过程中可以适时

给孩子传授。

交流阅读心得。“书籍是人类知识的

总统。”人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

慧。收获是播种的直接动力，交流阅读心

得是提高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收获

阅读喜悦、提升阅读效果的有效举措。“人

生之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我

们，“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结合”。亲

子间交流阅读心得，是对孩子进行潜移默

化教育的有利时机和良好形式。家长作

为亲子阅读的主导者，可根据孩子的性格

特点、个人好恶、优缺点，有针对性地对孩

子进行渗透式、浸润式的影响和教育，其

效果比直接对孩子进行训诫式教育明显

得多。“好的亲子关系胜过一切教育。”家

长把自己正确的且对孩子有益的观点和

对孩子合理的要求、建议、批评等融会于

阅读心得的交流之中，能产生事半功倍、

润物无声的效果，力求让孩子步入“远方

有灯、脚下有路、眼前有光”的良好心境。

不仅仅是英语，在其他方面的学习

上，王意铭也很有自己的想法。4 岁时，

周桐开始有意让王意铭接触艺术，绘画、

钢琴他都不喜欢，自己执意选择了架子

鼓。周桐既为儿子的“独立特行”骄傲，

又为他是否能够长久坚持而担心。“无论

学什么，在开始之前，我都会跟他说好。

一旦选择好，就要坚持到底。”在周桐看

来，比起选择，更重要的是日积月累的坚

持。所幸，对于王意铭来说，坚持并不是

一件困难的事。无论是英语还是架子

鼓，他都收获了满意的成绩。“我让他选

择一项体育运动，他选了棒垒球。”周桐

说，但因为年龄尚小，只能等到他上二年

级时才开始正式学习，“我本以为孩子

小，说不定一会儿就改变主意了。没想

到他在简单地了解和接触后，坚持了自

己的选择。明年，他将正式开始棒垒球

的训练和学习。”

在家庭教育方面，周桐说自己仍然

需要不断学习，但她也给广大家长提供

了一些建议。首先，要发挥好家长的示

范作用，与孩子教学相长。“好的家庭教

育是相互的。”周桐说，她以前急躁易怒，

但为了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母亲形

象，她学会了控制情绪。她还和孩子约

好，互相监督对方，互相改变并一起进

步。其次，要因材施教。家长要把握孩

子的性格脾气，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培养

方案。上学期，王意铭的老师向周桐反

映，王意铭的计算效率较低需要尽

快提高。周桐并没有第一时间

批评儿子，而是经过观察发

现，孩子的计算效率虽

低，但正确率却几乎达

到了百分百。在她

看来，正确率比效率

更重要。因此，她

和王意铭商量，是

否可以在保证正

确率的前提下尝

试逐步提高效率。

随着计算方法的学

习和不断练习，王意

铭最终自己解决了这

一问题。周桐说：“老

师、专家说的话都很重要，

但并不是全部适用，更重要

的应该是家长要根据自己对孩

子的了解去甄别和选择。”最后，周桐

提醒家长们，切勿将孩子与他人比较，

“这既没有意义又伤害孩子。”她说，可以

将孩子进行纵向比较，即与不同阶段的

自己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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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7点多，小小的身影打破了房间的安静。快速

地洗漱后，6岁的王意铭给自己准备了简单的早餐。随

后，他开始了学习——用电话手表听百科知识或故事。

这个就读于成都市天府四小一年级的男孩，稳重、自律，

拥有超过年龄的成熟。

3岁那年，王意铭开始接触英语。在老师的帮助下，

他的英语水平迅速进步，而他的语言天赋也初现端倪。

2019年，4岁的王意铭便在第二十三届剑桥杯英语演讲

比赛中获得了四川省低幼组一等奖的好成绩。而他良

好的学习习惯、自律的生活方式，离不开父母的悉心教

导和家庭氛围的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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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我们全

家都很重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王

意铭的妈妈周桐，作为职业院校的教师，

深谙环境对教育的重要性。“在他很小的

时候，我就开始让他有意识地养成一些

良好的习惯。”周桐说，在她和孩子爸爸

的要求下，王意铭从1岁零8个月开始就

独自吃饭。在父母的引导下，如今5岁的

王意铭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生活技能。

周桐相信，即使孩子年纪尚小，但独

立完成自己的事情能让孩子学会独立思

考。与其他家庭不同的是，在王意铭家

里，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教育活动

的参与者。自王意铭出生以来，为了给

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家里的每个

成员都要按照“家庭规矩”来做事。“比如

吃饭时，必须等全家人都到齐才开始。

吃完饭，也必须等所有人都结束才离

开。”此外，还有全家一起学习时不能看

电视，完成任务后才能娱乐等等。“不仅

是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应该为孩

子起到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在周桐看

来，家庭教育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

家庭成员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发挥作

用。而这些教育方式，也是卓有成效的，

在家人长期的熏陶下，王意铭在生活和

学习方面都能做到自律且专注，被身边

人评价为“稳重成熟”。

“在家庭教育中，保持同一个声音是

很有必要的。”周桐说，因为自己本身就

从事教育工作，所以家庭中的教育方式

基本由她主导。在她的要求下，每一个

家庭成员都按照她的教育原则，对王意

铭严格要求。“但每个人的分工是不同

的。”周桐介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

负责孩子生活习惯，爸爸妈妈则重在陪

伴孩子学习。“因为我的语言天赋强一

点，所以我主要负责孩子的语言表达。

历史人文等社科类的学习，则是他爸爸

在教导。”周桐认为，家庭成员分工明确，

团结一心，才能发挥好家庭教育的最大

作用。

尽管只有6岁，但王意铭在学习上很

有主见。“无论他学什么，我们都会提前

进行沟通商量。”在周桐看来，父母更像

是一个掌舵的人，负责把握方向。在孩

子3岁语言爆发期，周桐让王意铭选择一

门语言进行学习。“英语是他自己选的，

学起来就会特别有兴趣。”周桐说。

在学习方面，王意铭得益于自己从

小培养的好习惯，对待作业积极认真，从

不拖沓。受妈妈的语言天赋影响，王意

铭的英语表达标准且流利。从 3 岁到 6

岁，英语学了 3 年，他从来没抱怨过一

句。课堂之余，王意铭回家后还会看一

些英语绘本进行自学。“现在，他在家里

看电影和动画片，我都会让他看英语原

片。”周桐说，尽管完全听懂还很困难，但

这种英语情境的学习对孩子来说是非常

有益的。此外，阅读和书法也是王意铭

必不可少的学习日常。“阅读和书法都能

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同时这也能促进他

的英语学习。”如今，王意铭已经能完成

一个星期300词的英语阅读，在课文学习

中可以做到拼读80%的词汇。

周桐和孩子爸爸一致认为，专注力

的培养是任何有效学习的前提。“从孩子

两岁多能自己玩玩具开始，只要他不嚷

着要我们陪，我们便只是‘袖手旁观’，不

打扰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允许外

力干扰（比如告诉他该怎么玩，或者不该

怎么弄）。”周桐说。王意铭 3 岁多的时

候，周桐给他买了很多训练专注力的书，

比如迷宫一类的书籍，分三个层级来训

练孩子的专注力。首先，让他用笔画出

路线；然后，用手指出路线；最后，用眼看

路线，并适当配合简单的词句表达。当

孩子年龄再大一些，便可以通过听故事、

看电影复述情节等方式来训练他的专注

力。

英语演讲，也是王意铭学习英语的

方式之一。2019年的第二十三届剑桥杯

英语演讲比赛是王意铭的初次尝试。“我

都没想过会获奖，只是想让孩子去锻炼

一下。”周桐笑着说。幼儿组的比赛形式

是进行一场90秒的英语演讲，尽管时间

很短，但这对于当时只有4岁的王意铭

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遍遍

重复，纠正发音；一遍遍模拟，调整状

态。所幸，王意铭没有辜负那个平时努

力的自己，拿到了一等奖的好成绩。

“结束时评委用英语要求他拍拍手，我

都以为他听不懂，结果他还真拍了拍

手。”周桐回忆道。作为家长，重视过

程但不要强求结果，反而会收获意料之

外的惊喜。

习惯成就自我，比赛磨炼能力

学习需要坚持，因材施教很重要

重视家庭氛围，养成自律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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